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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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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科雷印艺汇通

科雷印艺汇通是一个印刷数字化工作流程，是一个能够全集成化地控制整个印刷生

产过程中各个工序的生产活动的软件系统。它凭借计算机技术及网络技术，将印刷

的各个生产模块如 RIP、拼大版、数码打样等整合组织起来，以实现生产过程的高

效有序。

这种整合不是已有模块的简单叠加，而是基于新的概念及新的思路的全面再造。其

所管理的对象，已经覆盖到整个印刷生产过程，不仅要完成印前任务的处理，还要

在此过程中同时生成诸如印刷墨量控制数据以及折页机、裁切机、装订机等印后加

工机械的工作参数数据，实现整个生产过程的数字化控制。

典型的印刷生产进行过程如下：

前端制作（DTP）

印前处理（Prepress）

印刷（Printing）

印后加工（Postpress/Finishing）

印艺汇通他负责从前到后的各个环节的信息传递、组织及控制。这些信息总体上可

以划分成三大类：页面图文信息、工序参数信息以及生产管理信息。

页面图文信息

页面图文信息是贯穿整个印刷生产的核心数据，也就是需要通过印刷生产，转移到

印刷介质上呈现出来，并最终传播给受众的视觉信息。它由前端设计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Illustrator 等制作出来，然后被输出成“页面描述文件”，一般是

PDF 文件或 PostScript 文件。这些页面描述文件被输入到印艺汇通工作流程，经

过集成化处理，通过 CTP 输出到印版，并最终被印刷到纸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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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参数信息

工序参数信息就是根据图文信息及生产状态产生的各个生产工序的参数信息。印艺

汇通中包含的重要工序有规范化、折手拼版、自由拼版、色彩管理、光栅化、输出

管理、预视、数码打样等。每个工序有专门的工单处理器负责图文信息的运算处理，

这些工序的生产参数可以自动生成或人工设定，实现对生产质量及工作效率的精细

控制。同时印艺汇通系统还会根据需要生成后面印刷及印后各工序的控制参数，协

调整个印刷生产过程。

生产管理信息

生产管理信息是完成生产过程所须的调度信息以及伴随生产过程产生的各种反馈信

息如各种进度信息、错误信息、警告信息等，这些信息在印艺汇通系统中随着生产

进度进行清晰地提示，并且能够在任何时候方便地查看。

二、系统构成

印艺汇通系统总体构架是客户端 /服务器模式。

1. 流程服务器

流程服务器是一台功能强大的电脑，拥有很高的运行速度、巨大的存储空间以及很

快的网络访问速度。流程服务器上安装着科雷的核心工作程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

各个工序的处理程序，称为“工单处理器”，其英文缩写为“JTP”。

工单处理器

规范化处理器

 对各种格式的输入文件进行解析或释读，将页面图文信息整理转换，生成

一个个单页的规范的 PDF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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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版处理器

 将一个个单页的 PDF 文件按照版式要求，拼合成大版页面文件。

输出处理器

 对需要输出的 PDF 文件进行色彩转换及光栅化渲染和加网，生成与输出设

备相对应的栅格点阵图像。

它们负责作业实际的处理运算工作，用户从客户端发送的指令，任务在这里得到执

行。

2. 科雷印艺汇通客户端

科雷印艺汇通客户端程序安装在各个单独的电脑中，安装客户端程序的电脑称为“流

程工作站”。一般围绕一个流程服务器，会有多个流程工作站同时工作。用户主要

通过流程客户端软件进行日常生产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创建作业、收集源文件、设

计折手方案、数码打样、输出印版等等。

用户在客户端上进行的各种操作，实际上都是在服务器上得到执行及实现。例如从

客户端发送一个拼版指令，要将 8 个页面拼成一个大版。流程服务器接到指令后，

会将该任务交由拼版处理器完成。拼版处理器则从服务器中读取 8 个页面的图文数

据，将其加以整理组合，拼合成一个大版 PDF 文件，然后同样存在服务器中。

3. 科雷印艺汇通的具体结构如下：

科雷印艺汇通服务器 

数量：一台

服务器上安装有印艺汇通服务器程序。用户可见的是一个名为“流程服务器”的程

序，它的功能是用来启动及关闭印艺汇通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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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上安装有数据库系统。印艺汇通服务器程序使用该数据库存储及管理所有作

业运行信息。数据库系统一般随着计算机系统的启动而自动启动，用户不用直接操

作。

服务器上存储工作数据。所有的原始页面文件以及作业运行中间产生的永久的或临

时的数据文件都存在流程服务器上。

流程工作站 

数量：若干台

流程工作站上安装有印艺汇通客户端程序。用户主要通过流程客户端软件进行日常

生产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创建作业、收集源文件、设计折手方案、数码打样、输出

印版等等。

客户端程序中内置折手版式设计程序。用户不能直接启动折手版式设计程序，只能

在流程客户端中通过新建版式或编辑修改版式来启动该程序。

客户端程序中还内置自由拼版程序。用户不能直接启动自由拼版程序，只能在流程

客户端中通过建立一个自由拼版模板，并将待拼版的散页文件提交给它，来启动自

由拼版程序工作。

流程输出器 

数量：一般每个设备配备一台

流程输出器安装有流程输出器程序。流程输出器是一个独立运行的单机程序（非

C/S 模式）。每个流程输出器，驱动管理一个具体的输出设备。并将这个设备包装

成为一个流程的 “逻辑设备”。

在流程客户端中，通过建立一个输出模板来联系该逻辑设备。具体方法是把一个输

出模板中的 IP 地址设定指向该输出工作站电脑，之后，凡是提交给该输出模板的

作业，都会自动输出到该输出器电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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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器上存储有输出的页面数据。这些数据由印艺汇通服务器发送过来，以印艺汇

通系统内部格式存储（非 PDF 格式），这些数据都是经过光栅化后的点阵数矩，根

据具体的设备不同以不同的色彩形式存在。对于 CTP 而言，这些数据都是 1-bit 的

点阵数据。

三、作业、处理器与模板

1.作业

作业是印艺汇通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作业也可以称为活件，是一个具体生产业务

在流程中的数据模型。一个作业通常对应着一个生产任务，比如，印刷一本书，那

么包括封面、书芯以及插页（如果有）都可以在一个作业中集中处理。作业也可以

很简单，仅仅打印一页 A4 纸的内容，就可以构成一个作业。印艺汇通的所有生产

工作，都要从创建一个作业开始。

在印艺汇通流程中，一个作业包含两大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页面数据、一个是生产

参数。

页面数据

页面数据按照生产阶段分为四大部分：

源文件 源文件是一切输入到流程系统的文件的总称。由前端制作软件生成的各

种图文数据文件都可以作为印艺汇通流程的源文件输入，如标准页面描

述文件 PDF 文件、Postscript 文件、TIff 或 EPS 图像文件等。

规范文件 输入的各种种类的源文件经过流程规范化处理器处理后，得到的就是规

范文件，这种文件是科雷流程的内部工作所使用的 PDF 文件。

页面列表 页面列表是一组页面集合。它可以理解为是一本逻辑书。

印张数据 存放拼好的大版数据，这种数据以 PDF 格式存储在流程内部，可以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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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各输出处理器，处理生成相应设备的页面数据，也可通过 PDF 输出模

板导出为标准的 PDF 文件。

生产参数

生产参数由一系列处理模板来定义。每个处理模板代表一个生产工序，对应着一种

流程工单处理器。模板中存储着该处理器处理这个作业所需要的各种设置参数。

2. 处理器和节点

处理器就是前面提到的 JTP，它们安装在流程服务器中。客户端中的处理节点，就

是使用这些处理器的一个个具体工序。JTP 主要有 3种：

规范化处理器

拼版处理器

输出处理器

相应地，处理节点可分为规范化、拼版、输出3大类。科雷的输出节点具体说明如下：

规范化类

规范化节点

拼版类

折手拼节点

自由拼节点

输出类

CTP 输出节点

数码印刷输出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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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FF 输出节点

PDF 输出节点

数码打样节点

版式打样节点

这些处理节点，分别使用相应的处理器进行工作。提交给这些处理节点的任务，将

交由相应的处理器进行运算处理。

3. 节点模板和流程模板

模板的原始含义就是“设置样板”，是把跟一个处理工序有关的参数设置集中保存

在一起的参数文件。印艺汇通中的设置模板分为两大类，节点模板和流程模板。

节点模板保存的是每个处理节点内部的参数设置。根据具体工作应用的不同，用户

可以为一个节点建立多个不同的设置模板，方便灵活选用。流程系统使用“模板库”

来管理所有的模板。

当用户在具体作业中，想要添加某个处理节点，就要通过把这个节点的某个模板添

加到作业中来实现。添加到作业中的节点模板，还可以进行任意修改，但所有的修

改只在该作业中有效，只影响到该作业的运行。

由于每个处理节点都是通过一个节点模板来进行工作的，所以在本手册中，有时会

对“处理节点”和“节点模板”这两个术语不加严格区分，混合使用。会用模板来

代替这个节点。同样的情况还会出现在“流程”和“流程模板”两个术语上面。

印艺汇通中的所谓“流程”，是由若干处理节点和连线组成的自动工作流程。当某

个流程启动时，该流程中的节点会自动启动运行。在连线作用下，一个节点运行的

结果会被自动提交到下一个节点继续处理。

流程模板就是某个流程的具体设置，包括了该流程中的节点模板及连线状况。建立

流程模板，也是通过将一个个具体的节点模板拖入其中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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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交

把某个作业中的一个任务指派给某个处理器节点处理的过程叫“提交”。当把一个

作业“提交”给某个节点模板，就意味着将相关的页面数据以及模板中的参数一起

交给服务器上相应的工单处理器（JTP）进行处理。处理的结果将显示在客户端中，

处理产生的新的数据会存储在服务器上相应作业的文件夹中。

四、科雷印艺汇通是怎样工作的？

建立作业

首先用户需要新建一个作业，为每个作业输入一个唯一的工单号。创建作业完成后，

在流程服务器的文件系统中就会产生相应的作业文件夹。

根据工作需要，给该作业添加若干个处理模板，通常至少需要一个规范化模板，还

要对模板进行相关地设置。这些包含 JTP 参数的处理模板就构成了该作业的“数字

工单”。

添加源文件

设置好处理模板后，用户要向该作业中添加源文件。流程会将添加的源文件上传到

服务器的作业文件夹中。同时在工作间的源文件区域中，会列出这些源文件列表。

规范化文件

用户将源文件提交给规范化模板，触发流程服务器上的规范化处理器开始工作。该

JTP 根据规范化模板中的参数，读取相应的源文件并进行运算处理，生成规范化后

的 PDF 文件。规范后的 PDF 文件以单页形式存在，称为“规范页”。规范页数据同

样被保存在流程服务器上的作业文件夹中。

客户端 /服务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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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在规范化过程中，客户端仅仅发出指令，所有执行都在流程

服务器中得以完成，即由服务器的 CPU 执行规范化程序，从服务器中读取源文件并

进行处理，将处理的结果存放回服务器中。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页面数据在服务

器和客户端工作站之间传递，这就是典型的客户端 /服务器系统的工作模式。

建立页面列表

经过规范化后的规范页可以在页面列表窗口中被整理成页面列表，可以由不同源文

件的规范页共同组织成一个页面列表。每个页面列表可以理解成一本有页码顺序的

书。

制定版式 

整理好的页面列表 , 需要赋予它一个折手版式 , 以便进行折手拼版。折手版式是一

个独立的数据文件，该文件记录了各个单独页面在大版上的排列位置和顺序。印艺

汇通流程中内置了专门的版式设计程序，可以用它来预先设计好各种拼版版式。

折手拼版

给页面列表制定好版式后，就可以提交给“折手拼版处理器”进行折手拼版操作。

这个操作同样在流程服务器上得到执行。处理器读取各个小版单页数据，根据版式

要求，把它们拼成一个大版文件，这个大版文件同样是一个 PDF 文件，也同样保存

在流程服务器的相关作业文件夹中。

拼版完成的大版文件，会出现在“印张样式”窗口中。在这个窗口中可以进行整个

版面的预览检查，检查完后就可以提交给输出器进行输出。

输出印版

印艺汇通流程为每个输出设备配备了一个输出服务器，输出器是一个单独运行的程

序，可以运行在不同的电脑上。想要使用一个输出器输出，需要在流程作业中添加

一个此类设备的输出模板，并且将模板中的 IP 地址指向相应的输出器程序所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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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然后，向这个输出模板提交拼好版的大版文件，文件就会被输出到指定的输出

器中。

当输出页面出现在输出器的作业列表中后，说明该页面包括光栅化、加网在内的所

有印前处理都已执行完毕。在输出器中还可以进行最后精细的预视检查，包括进行

网点预视和叠印检查，检查完毕后就可以放心地将其输出到印版上进行印刷，或输

出到数码印刷机上打印出成品。



科雷印艺汇通数字化工作流程

12



13

科雷印艺汇通数字化工作流程

第二章

科雷印艺汇通的启动与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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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启动印艺汇通服务器

科雷印艺汇通是建立在 C/S 工作模式上的。服务器是整个流程的核心，客户端与服

务器进行交互操作。客户端的每一步操作都经过服务器来进行处理，服务器控制客

户端的运行。输出器与服务器进行传输操作，文件经服务器解释并传输到输出器，

然后在输出器进行相关输出操作。

启动印艺汇通服务器是运行科雷印艺汇通流程的第一步操作，只有当服务器成功启

动后，相应的功能模块才能开启，才能执行相应的各工序处理，客户端程序也才能

运行登录。

用户在启动服务器前，首先要保证网络连接正确，与之相连的计算机，特别是客户

端电脑应该可以正常访问这台服务器。

在桌面上，双击“Server”图标或在“开始”菜单中选择“Crony”下的“server”

程序，即可启动印艺汇通服务器。

如果您安装的是限时试用版，流程服务器启动时，将首先弹出提示流程加密锁使用

期限的对话框，如图所示。上面会明确提示整个系统的使用期限。

系统使用期限提示框

为了不影响正常工作，用户应当十分注意试用时限。请提前 2周与经销商联系，延

长使用授权。

继续点击“确定”，即可打开服务器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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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艺汇通服务器界面 

在界面上，可以查看服务器已登录用户的信息及功能模块是否成功启动。

服务器界面分为左右两部分：

客户端连接信息

左侧显示登录到服务器的客户端信息，包括 ID、用户名、IP 地址。

ID： 登录序号，按登录顺序自动生成

用户名： 登录的用户名称或输出器的名称

IP 地址： 登录的客户端或输出器所在主机的 IP 地址

工单处理器信息

右侧显示服务器已启动的功能模块。信息如上图所示，表示如下：

连接数据库成功： 表示数据库已成功启动并与服务器正常连接，如果显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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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库连接失败”则流程无法正常工作。

规范化模块已启动： 表示规范化处理器模块已成功启动。

拼版模块已启动： 表示拼版处理器模块已成功启动。

输出模块已启动： 表示输出处理器模块已成功启动。

启动错误信息

当流程加密狗过期时，系统将提示您“流程加密狗过期！”，请与经销商联系，重

新获得使用许可。

如果运行时没有检测到加密狗或者软件使用的授权码与当前使用的加密狗不对应

时，将提示您“加密狗错误！”。

二、启动印艺汇通客户端

客户端是用户的操作端口，用户在客户端提交规范化、拼版、输出等操作到服务器，

并将每一步处理后的结果显示在流程客户端中。

只有在流程服务器成功启动后，用户才能启动客户端。

用户在登录客户端时，首先，要确定这台机器和服务器所在机器连接正常，客户端

与服务器端最好设置在一个局域网内，每台机器都拥有自己的 IP 地址，这样客户

端才能更好的访问到服务器。其次，客户端在一台机器上只能启动一个，即不允许

多个客户端同时在一台机器上操作；当用户在不同的机器上启动客户端时，不能重

复使用同一个用户名登录，即同一个用户同时只能登录一次。

在桌面上，双击 “client”图标或在“开始”菜单中选择“Crony”下的“client”，

即可启动印艺汇通客户端，这时会出现印艺汇通客户端启动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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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启动界面

稍后即可打开客户端登录对话框，如图所示。

客户端登录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需要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密码、服务器 IP地址，单击“确定”按钮，

即可打开科雷印艺汇通客户端。

如果您输入的用户名或密码错误，系统将提示您“此用户名不存在”或 “密码错误”，

单击“确定”，可返回到登录界面重新输入；

如果输入的IP地址不对，将提示您“连接服务失败”，单击“确定”，退出登录界面，

如果想再次登录，请重新启动客户端。

第一次启动流程时请输入管理员 admin，密码为空，客户端登录成功后，在“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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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重新设置密码即可，《用户管理》将在后面章节进行介绍。

印艺汇通客户端成功登录后，在“印艺汇通服务器”界面上，将显示出该用户登录

的信息，如图所示，表示客户端已成功登录。

客户端已成功登录界面

三、启动印艺汇通输出器

印艺汇通输出器是流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整个流程的输出工作，接收服务器

解析的页面文件，并控制文件向相应的设备进行输出。

由于流程中同一类型的输出器按照 IP 地址管理，因此在每一台电脑上只能启动一

个输出器。并且输出器可以与服务器在同一台电脑上启动。

印艺汇通输出器分为 CTP 输出器和数码印刷输出器。将在《输出器》章节进行详细

介绍。

双击桌面上相应的科雷印艺汇通输出器图标或点击“开始---程序 ---Crony---CTP

输出器或数码印刷输出器”，打开输出器启动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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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器启动画面

稍后即可打开相应的输出器登录对话框，如图所示。

CTP 输出器登录

在对话框中您需要输入正确的服务器 IP 地址，所设 IP 地址为服务器所在计算机的

IP 地址，这样才能成功地与服务器连接。单击“确定”按钮，即可打开相应的输

出器界面。

启动前，要确定两台计算机可以正常访问。

输出器成功登录后，在“流程服务器”界面上，将显示出该输出器登录的信息，如

图所示，表示相应的输出器已成功登录到服务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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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器已成功登录

四、退出科雷印艺汇通

用户退出科雷印艺汇通时，需要依次关闭输出器和客户端后，最后关闭服务器，这

样才能保证数据的完整保存。

选择“文件”菜单里的“退出”选项或使用快捷键 Ctrl+Q，也可直接点击右上角

的关闭按钮来退出科雷印艺汇通流程，系统将提示您是否确定关闭相应的窗口，点

击“确定”即可。

如果流程中有作业正在运行，您在关闭服务器时，系统将提示如图所示警告，点击

“否”，则等待作业运行完成后，再关闭服务器。

退出提示

当流程在异常的情况下被迫关闭时，如断电、断网等现象，流程将最大程度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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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当前已存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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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作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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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作业

印艺汇通客户端登录成功后，首先看到的是作业管理界面，如图所示。

作业管理界面

1、作业管理界面介绍

作业管理界面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作业列表窗口：用户可以在这里浏览所有作业，并可对作业进行管理，包括新建作

业、新建文件夹、打开作业、删除等操作；

作业信息窗口：显示作业的相关信息，包括作业信息和客户信息等；



25

科雷印艺汇通数字化工作流程

作业监控窗口：显示流程中的作业操作监控，包括系统信息监控、处理器监控、作

业监控。

下面将对这三个窗口进行介绍：

作业列表窗口

科雷印艺汇通流程对于用户的每个活件是以作业的形式进行管理的，每个活件都需

要新建一个相应的作业，每个作业都有其独立的工单号，如图所示。

作业列表窗口

作业以列表的形式显示，在窗口中，列出了所有建立好的作业，每个作业可以查看

相关的信息，包括作业名、工单号、所有者、日期。

作
业
列
表
窗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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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名：用户所建作业的名称，名称可以设置成体现此次活件内容的名字；

工单号：区分作业的标识；

所有者：作业的拥有者，创建者。可通过《作业授权》进行设置，详情请参见《作

业授权》章节；

日期：作业的创建时间。

用户在作业管理窗口里可以新建作业、新建文件夹、打开作业、导入导出作业、编

辑作业、删除等操作。

作业信息窗口

作业信息窗口在界面的右侧，如图所示。

作业信息窗口

作
业
管
理
窗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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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作业的相关信息。用户在选中某个作业时，在界面的右侧则可查看该作业的信

息。

作业监控窗口

作业监控窗口在界面的最下面，如图所示。

作业监控窗口

作业监控窗口包括系统信息监控、处理器监控、作业监控。将在《监控管理》章节

进行详细介绍。

2、作业管理

新建作业

用户可通过点击窗口下方的“新建作业”按钮，打开“新建作业”对话框，如图所示。

作业监控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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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作业

在对话框中，依次填入工单号、作业名、客户信息及备注，点击“确定”按钮，或

直接按回车键，即可完成新建作业，这时所创建的作业将出现在作业管理窗口中。

工单号：工单号是整个系统中作业的唯一标识，不能与其它作业的工单号重复。

作业名：该作业的名称。

处理模板：为作业选择一个在模板库中定义好的流程模板。

客户信息：该作业所属的客户的信息和资料

工单号是必填项。作业名可与工单号名称相同，也可以对其命名其它名称。它们的

名字中都不能包含下列字符：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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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工单号由各个企业制定统一的命名规则，如与日期、作业类型等相关联，以避

免重复为主，不用方便记忆。

作业名则起一些与作业内容或客户有关的名字，这样就可以帮助您一目了然地了解

该作业。

在处理模板的下拉列表中列出了模板库中的流程模板。列表中的“自定义”表示不

预设处理模板，在打开作业后再进行设置。当下拉列表中没有可选的流程模板时，

则需要在“模板库”中来设置，具体的操作方法请参见《模板库》章节。

将客户名称、联系人、电话、E-mail、地址这些信息设置完成后，点击“存储资料”

按钮，系统提示“客户资料添加成功”，客户信息就成功存储在数据库中。在下次

新建作业时，可以通过点击“导入资料”按钮，选中导入的客户资料，即可导入相

应的客户信息。

作业新建成功后，将在流程安装目录下的 Jobs 文件夹中生成一个与作业和工单号

名命名的文件夹保存该作业。

作业分组

作业分组是对作业的统一管理，可将不同的作业按照相同的特点进行管理，如按照

相同的时间、相同的用户、相同的任务等进行分类，这样可以方便地对作业进行归纳。 

作业分组利用文件夹来管理作业，每个文件夹形成一个作业组。每个作业组里可包

含多个作业。

用户可通过点击窗口下方的“新建文件夹”按钮，弹出“新建文件夹”对话框，如

图所示，填入文件夹的名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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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文件夹

文件分组的文件夹只在界面上显示，并不是真正的文件夹。在本地的目录中不能看

到该文件夹。

用户可将已创建好的作业拖动到文件夹中；也可选中文件夹后，在文件夹中直接新

建作业。

拖动作业至文件夹中。选中一个作业，按住鼠标左键不放，直接拖动到文件夹上，

该文件夹上会出现一条虚线，这时松开鼠标，作业就移动了该文件夹中（每次只允

许拖动一个作业）。

在文件夹中新建作业。选中文件夹，执行新建作业操作，作业即可直接在文件夹中

创建。

用户也可将作业移出文件夹，操作方法与拖动作业相同。

文件夹可通过双击操作打开或关闭改变显示的方式。

删除作业

删除选中的作业或作业组。

选中作业或作业组后，用户可通过点击界面下方的“删除”按钮，删除所选作业，

系统将弹出对话框提示“是否删除选中作业？”或“选定的作业组里的作业将同时

被删除，是否继续？”，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删除所选作业或作业组。

当作业正在使用时，是不能被删除的。系统将提示您“作业正在使用，不能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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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作业时，要谨慎处理，作业删除后将不能还原！当删除作业组时，将同时删除

作业组中的作业。

重命名作业

用户可通过右击选择“重命名”，重新设置作业名称（重命名只能对作业名进行设

置）。

编辑作业

用户可通过右击选择“编辑作业”，弹出“编辑作业”对话框，编辑选中作业，其

操作请参见《新建作业》介绍。编辑作业不能对处理模板进行编辑。

以上各种操作也都可以在菜单或右击中实现。

打开作业

用户可通过点击界面下方的“打开作业”按钮，也可通过双击作业，打开作业，进

入流程作业操作界面。当作业中存在大量的页面数据时，打开作业时会有一个读取

数据的过程。

一个客户端上，每次只能操作一个作业，只有把这个作业关闭后，才能打开别的作业。

作业即使处于关闭状态，也不影响其运行。

打开一个作业后，界面上只能看到当前操作的作业。操作界面由两大部分组成，其
一是“处理模板”，其二是“操作间”。可通过点击上边的标签页来切换到相应的

界面。

如果打开的是新创建的作业，首先要在处理模板界面中，创建本次作业所需模板，

然后，切换到操作间界面，完成规范化、拼版、输出的一系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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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置作业处理模板

作业处理模板

模板是流程各个处理节点的参数设置数据，每一个节点就是流程中一个具体工序。

作业处理模板中保存着处理这个作业所需要的各个节点模板。想要使用一个处理节

点，就需要先把一个节点模板添加到作业中。

处理节点及模板的概念参见第一章《系统介绍》

处理模板界面的主要功能是建立当前作业所需的处理模板。用户可根据本次作业的

需要来建立所需模板。新建作业时如果预设了处理模板，将显示在处理模板界面中。

打开作业

1．处理模板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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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列表

界面左侧是处理模板列表，包括流程模板和节点模板，在节点模板下列出了流程中

包含的所有节点模板。每个节点模板都具有不同的功能。

流程模板与节点模板的详细介绍请参见《模板库》，模板库是对模板的统一管理，

是对流程全局模板的设置。

在处理模板列表中的模板与模板库里的模板是一一对应的，并与模板库同步显示，

当模板库里的模板进行改变后，列表中模板也会相应的改变。

模板编辑窗口

界面右侧为处理模板编辑窗口，里面放置着处理该作业的所需要的全部模板。想要

对作业进行任何处理，都先要在作业中添加相应的处理模板。在该窗口中可以对当

前作业所需处理模板进行设置，包括拖动、连线、删除、打开、编辑、保存处理模

板等操作。

每个流程作业中的模板，其中的设置项只对当前作业起作用。用户在这里对模板参

数编辑后，不会影响到模板库里的模板，我们称之为该作业的局部模板。

处理模板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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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板操作

添加及删除模板

添加处理节点模板时，从左边的模板列表中直接拖入所需要的模板即可。系统安装

完成后，每种节点模板都会预先建立一个与节点类型同名的缺省模板，用户可以直

接使用。

具体操作是，鼠标点击“拖动”按钮，按钮显示为蓝色，这时可以从左侧模板列表

中拖入所需模板。

选中模板（按住 CTRL 键可以同时选择多个模板），将鼠标放在选中的模板上，按

住左键不放，直接拖动到右侧编辑窗口中。如图所示，这时相应的模板图标将显示

在窗口中。

拖入模板后，当该模板在窗口中已存在，为避免重名，将弹出如图所示对话框，点

击“是”，则表示用在原模板名称后加“-1”的名称去替换原模板名称，点击“否”，

则表示不替换，并取消本次模板拖入的操作。

拖入模板警告

删除处理节点模板时，选中要删除的模板或连线，可通过按 CTRL 键进行多选，也

可按 CTRL+A 进行全选，点击“删除”按钮，即可删除。删除之后不能还原，只能

重新拖入模板，进行重新设置。（在点击“拖动”按钮状态下，才能选中模板或模

板间的连线。）

在该窗口中，还可以对模板进行拖动、选中、移动、打开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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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在此状态下，可以选中模板，将该模板移动到合适的位置；也可以双击模板，

打开模板进行参数设置，关于参数的具体设置请参见《模板库》。

只有在点击中“拖动”按钮的状态下，才能选中和打开模板。

连线

连线的功能是将两个或多个节点模板连接起来，组成流程模板。流程模板可以一次

连续执行多个节点模板的操作，最终完成文件到输出设备的输出，实现流程的自动

化。（流程模板使用的详细介绍请参见《模板库》）

具体操作如下 :

点击“连线”按钮，按钮显示为蓝色，鼠标变为笔形，这时可将两个模板之间进行

连接，在起始模板按住鼠标拉至目标模板，松开鼠标，这时在两个模板之间出现了

以箭头的形式表示的黑线，这样两个模板就连接好了，如图所示。

流程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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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模板之间相连有一定的规则，不是任意两个都可以连接的，要根据操作的顺序

及规则进行操作，如连接错误，系统会提示“模板之间连接错误”。

模板之间只可以一一相连，即一个模板不能同时连接两个模板，操作时，系统会提

出警告“模板必须一一相连”。

编辑模板

每个模板中都包含了大量的设置项目，需要对某个模板中的设置项目进行更改时，

可以打开模板进行编辑。选中相应模板，点击【打开】按钮，或通过双击模板也可

以打开模板，对模板进行参数设置。

对于模板编辑的详细介绍，参见第四章《模板设》

保存模板

保存编辑窗口的模板设置。

在模板编辑窗口中，进行相应的设置后，点击【保存】按钮，进行保存。如果不想

保存修改，可在切换到操作间或关闭作业时，系统提示“是否保存模板改动？”选

择“否”即可。

这样，作业的处理模板设置就完成了。如果想修改该作业的模板可切换回处理模板

界面进行设置。 

三、作业操作间

当一个作业的“处理模板”设置完成后，点击“操作间”就可以进入“操作间”窗

口来进行作业处理和运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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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介绍作业操作间的界面：

操作间是流程操作的主要界面，在操作间里能够完成文件规范化、拼版、输出等操作。

点击“操作间”标签，切换到操作间界面，如图所示。

操作间

操作间界面由作业操作窗口、处理模板显示窗口、作业监控窗口组成。

作业操作窗口：

 分为四部分，包括源文件、规范文件、页面序列、印张样式，流程中的

主要操作都集中在这四个窗口中运行。用户可以点击左侧这四个控制按

钮自由切换到相关窗口进行操作。

处理模板窗口：

 显示在流程操作过程中的该作业所使用的模板。当切换到相应窗口时，

即可显示当前操作可以使用的模板。这里显示的模板不可以进行编辑。

当需要了解模板的参数或需要对模板进行修改时，可切换到“处理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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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进行查看或编辑。

作业监控窗口：

 监控正在运行的作业的所有操作。主要监控文件的规范化、拼版、输出

的操作进度及状态，并可对正在处理的文件进行取消。

详细介绍请参见《监控管理》章节。

下面将对作业处理的各个步骤进行详细介绍：

四、管理源文件

在源文件窗口中，存放的是该作业需要处理的所有的原始页面文件。文件的类型可

为 PDF，PS（prn），TIFF，EPS，PS2 等格式。这些文件由各个前端印前处理软件

制作生成。

点击“源文件”图标，界面将切换到源文件的操作窗口。首次打开作业时，默认为

源文件窗口。

源文件

在窗口中，可查看文件的相关信息，包括文件名、状态、大小、提交者、提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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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文件的名称及类型。

状态：文件的当前处理状态。

大小：文件的大小。

提交者：添加文件的用户。

提交时间：添加文件的时间。

在“源文件”窗口中，可对文件执行添加、删除、提交等操作：

1. 添加文件

添加文件是将源文件添加到流程作业中的一个过程，这一步是整个作业运行的第一

个步骤，源文件添加完成后，才能进行后续处理。

点击“添加文件”按钮或在窗口中右击，选择“添加文件”选项，即可打开“添加

文件”对话框，如图所示，

添加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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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话框上部是计算机的文件系统，可从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在相同或不同路径下的

文件，进行添加。

添加一个文件时，双击该文件即可进行添加。

添加在不同路径下多个文件时，可点击“添至列表”按钮进行同时添加。将已选好

一部分文件先添加到列表中，然后再去选择其它路径下的文件，进行添加。列表中

的文件可进行移除，选中要去除的文件后，点击“移除”按钮即可。

文件选择完成后，点击“打开”按钮，文件就会添加到“源文件”窗口中，如图所

示，文件将依次加入到流程中。

添加文件

文件的添加过程，是将源文件拷贝上传到流程服务器中的过程，如上图所示，这时

在“状态”栏中显示文件正在上传的进度。文件添加完成后，状态显示为“就绪”，

表示文件已成功添加到流程中。

当所选文件与已添加的文件重名时，系统将提示您“文件已存在，是否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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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是”将直接覆盖这个文件，“否”将取消该文件的上传，“全部”将覆盖全

部重名的文件。

文件上传过程中不允许取消，也不允许进行提交、删除等操作。

2. 上传附件

上传附件操作只针对于带附件的PS文件。如文件中附带图片等附件，在添加文件后，

需要把这些图片上传到该作业中。

点击“上传附件”按钮，如图所示，弹出“上传附件”对话框，

上传附件

用户上传附件时，可直接添加附件；也可新建一个文件夹，然后在文件夹中添加附件。

在对话框的右侧列出了“添加文件”、“删除文件”、“添加文件夹”、“删除文

件夹”等操作按钮。

直接添加附件

点击“添加文件”按钮，弹出文件选择对话框，选择所需文件（文件可进行多选，

也可使用Ctrl+A全选），点击“添加”即可，文件将会出现在对话框左侧的窗口中。

选中文件，点击“删除文件”按钮，可将所选文件删除。



42

科雷印艺汇通数字化工作流程

在文件夹中添加附件

点击“添加文件夹”按钮，弹出“添加文件夹”对话框，对文件夹进行命名，所建

文件夹将出现在左侧的窗口中，如图所示，双击文件夹打开，这时可重复添加附件

的操作。

点击“返回上一级”按钮，回到根目录。文件夹通过“删除文件夹”进行删除。

添加属性

默认情况下，附件一般上传到根目录下，流程会自动去该目录下找到文件所需的附

件。如果是在文件夹中添加附件，则要为相应的文件选择属性，即该文件使用哪个

文件夹中的附件。

选中文件（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右击选择“附件路径”选项，弹出对话框，

如图所示。

附件路径

点击“添加属性”按钮，选择该文件附件所在的文件夹，点击“确定”，所选文件

夹将出现窗口中，如上图所示。可点击“删除属性”按钮，对属性进行删除，每一

个文件都有一个自己的属性，删除后不会影响到其它文件。

上面的操作完成后，对于带附件的 PS 文件才能在流程中得到正确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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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范化文件

1.提交源文件给规范化处理器

把某个作业中的一个任务指派给某个处理器节点处理的过程叫“提交”。当把一个

作业“提交”给某个节点模板，就意味着将相关的页面数据以及模板中的参数一起

交给服务器上相应的工单处理器（JTP）进行处理。处理的结果将显示在客户端中，

处理产生的新的数据会存储在服务器上相应作业的文件夹中。

文件添加成功后，第一步，就是对文件进行规范化，即将源文件规范成标准的单个

PDF 文件。

选中已添加就绪的文件，点击“提交”按钮或选中文件右击，选择“提交”选项，

打开“提交”对话框，如图所示，

提交规范化

在对话框中列出了源文件可以提交的模板，选中要提交的规范化模板，点击“确定”

即可进行规范化。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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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提交

提交成功后，文件开始进行规范化。可在窗口中的状态栏查看文件处理的进度，同

时在作业监控里也可以看到文件的详细处理进度（请参见《监控管理》章节）。

流程中的所有提交操作，也可以使用鼠标拖拽方式直接提交。首先选中要处理的文

件，然后按住鼠标左键不放，直接拖动到右侧相应的模板上。这时，鼠标变成加号，

松开鼠标，文件将会自动进行相应的处理。    

取消

“取消”操作可终止当前文件正在处理的操作。在源文件里，可取消文件的规范化

处理。选中正在进行规范化的文件，右击选择“取消”选项，文件将停止规范化，

在状态栏里将显示为“终止”。

所有的取消操作均可在“作业监控”里执行。选中正在执行的某个处理任务，点击

“取消”即可。（具体介绍请参见《作业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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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文件窗口

在“规范文件”窗口中，显示源文件经规范化后，所生成的标准的单个 PDF 文件。

在这里，可对文件进行预视，并可提交给自由拼版模板和输出模板。

点击“规范文件”图标，界面将切换到规范文件的操作窗口，如图所示，

规范文件

窗口分为两部分，左侧以列表的形式显示了规范化好的单个 PDF 文件，可以查看文

件的相关信息，包括文件名、处理模板、页面尺寸、创建时间。

文件名：生成的标准的单个 PDF 文件的名称。文件名是通过源文件的名称、页数、

类型来命名的，通过名称可以清楚地看出每个文件的页号及源文件类型。

处理模板：源文件进行规范化所用模板的名称，可以查看该文件是由哪个模板处理

生成的。

页面尺寸：文件的页面大小，以宽 *高的形式显示，单位为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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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文件的生成时间。

右侧显示文件的缩略图，每个文件都有一个相对应的缩略图。在左侧选中文件的同

时，右侧的缩略图也同时被选中，这里可以了解到该文件的大概内容。

在规范文件窗口中，可对文件进行预视、提交、取消、删除等操作：

预视

用户可通过文件缩略图粗略预视，也可通过打开预视对话框进行详细预视。

选中文件，右击选择“预视”选项或双击文件，弹出“预视”对话框，如图所示，

在对话框中，可对图像进行放大、缩小、量尺、拖动、镜像、反转等操作。

预视

在对话框最上边是预视工具栏，可选择不同的工具进行预视；中间是文件的预览区

域，显示文件预览图；最下边的状态栏中显示预视的操作信息，包括缩放倍数、使

用量尺时的长度和角度、吸管显示的数值等信息。

下面将详细介绍预视工具栏的功能：

 放大：鼠标直接点击按钮后，文件进行成倍放大，倍数最大为 16：1，在对话
框的状态栏中，可查看文件的缩放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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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视时，当光标为手掌时，按住CTRL键，光标会变成放大镜，此时可以直接点击放大，

也可在窗口中拉框选择区域放大，实现对图像进行局部预视。（当使用“量尺”时，

不能使用这种操作。）

缩小：鼠标直接点击按钮后，文件进行成倍缩小。倍数最小为 1：16。

同放大一样，预视时，当光标为手掌时，按住 SHIFT 键，光标会变成缩小状态，此

时可以直接点击缩小预视。

在任何状态下，都可直接按键盘上的“+”“-”键对图像进行缩放预视。

量尺：点击按钮后，鼠标变为十字形状，这时可测量相应的对象。选中测量对
象的起点，按住左键不放，同时拉动鼠标到测量对象的终点，在对话框的状态栏，

将显示出该对象的长度和角度的具体数值。

按住 shift 键，可进行水平和垂直的直线测量。

拖动：点击按钮，可在鼠标为其它操作时，转换为拖动状态，这时鼠标变为手掌，

可拖动预览放大后的图像。（预视对话框，打开时默认为拖动的状态。）

连拼：预视文件连续拼接后的图像。这个操作只是针对于进行连拼输出时进行

预览。点击按钮后，将把该图像自动生成为三个竖向拼接在一起的图像，用户可查

看图像拼接在一起后的效果是否正确。

旋转：在旋转下拉列表框中，选择预视时合适的角度，可查看文件在旋转后的效果。

镜像：选中复选框后，文件可进行镜像预览。

反转：选中复选框后，文件可进和反转预览。

向前：仅在预视多个文件时起作用。点击后，可查看前一个文件的预览图。

向后：仅在预视多个文件时起作用。点击后，可查看后一个文件的预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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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向后”操作可使用键盘上的左右方向键来控制。

文件显示框：在工具栏的最后，显示预视文件的名称，多个文件时，可在下拉列表

中，查看、选择所要预视的文件。

查看文件信息

显示文件的相关信息及分色信息。

右击选择“文件信息”选项或按住“ctrl+I”键，打开“文件信息”对话框，如图

所示， 

文件信息

在“文件信息”对话框中，显示了文件名称、页面尺寸及分色信息。

文件名称、页面尺寸与界面的列表中显示的是一样的。

分色信息：文件的分色信息，包括全局分色、颜色名、延伸误差、专色转 CMYK。

【全局分色】

以相应的颜色显示文件中的所有色版，包含 C、M、Y、K四色及专色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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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名】

显示所有色版的名称。

【延伸误差】

文件输出到输出器时，根据不同设备的需求对页面尺寸大小的调整。根据所设的数

值使页面向左右延伸或缩短。

【专色转 cmyk】

主要针对有专色的文件起作用。

对专色来说，选中后，文件中的专色转换为 cmyk 四色进行解释输出。

这一操作需结合输出模板里“分色”参数来设置，具体介绍请参见《模板管理—

CTP 输出模板》

【更新所有页面】

选中“更新所有页面”选项，表示对话框中所设置的参数将对所有规范文件起作用。

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即可完成文件信息的设置。

删除文件

选中文件，（可通过按住 Ctrl 键和 Shift 键选择多个文件，也可以按住 CTRL+A 全

选，）然后点击“删除”按钮或右击选择“删除”选项，系统将根据所选文件弹出

相应的提示，点击“确定”，即可删除文件。

删除文件时，正在使用的文件，不能被删除！文件删除后不能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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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交规范化文件

在规范化窗口中，可将规范化好的标准 PDF 文件进行拼版和输出操作。这是流程的

第二步提交操作。

点击“提交”按钮或右击选择“提交”选项，打开“提交”对话框，如图所示，在

对话框中显示了所有可以提交的模板。

提交

提交给自由拼版模板

流程将启动《科雷合拼软件》，进行自由拼版操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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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雷合拼软件

在软件中，可对提交的文件进行自由拼版操作，设置好后，执行“拼版”操作，软

件将把拼好的大版文件自动生成到流程的“印张样式”界面中。

印张样式将在本章后面进行介绍。

科雷合拼软件的具体介绍请见《科雷合拼》章节。

提交给输出模板

流程中，输出操作包括 PDF 输出、TIFF 输出、数码印刷输出、CTP 输出这四种。

其中 PDF 输出与 TIFF 输出是将文件直接解释输出到一个网络共享路径中；而数码

印刷输出与 CTP 输出是每个都有自己的输出器，然后流程将文件解释输出到输出器

中。

当提交给 PDF 输出与 TIFF 输出模板时，模板中设置的路径必须可以正常连接且有

文件创建权限，这样才能正确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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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提交给数码印刷输出和 CTP 输出模板时，首先要确定输出器是否已成功启动，当

没有启动时，右边的图标将显示成灰色状态，提交后，系统会提示您“输出器未打

开，无法输出！”，成功启动后，图标显示为深蓝色，这样才可进行输出操作。

选中相应模板后，点击“确定”按钮，进行提交，提交后，在“作业监控”里可以

看到解释输出的进度。

文件输出完成后，将自动生成到相应的共享路径下或相应的输出器中。

关于输出器将在《流程输出器》章节详细介绍。

六、管理页面序列

页面序列窗口是建立和管理页面列表的工作区域。页面列表是针对于折手拼版而创

建的，每个页面列表都独立的形成一个工作单元，每个页面列表可以理解成一本有

页码顺序的书。

针对于折手拼版，在页面列表新建完成后，将折手拼版所需文件拖入到页面列表中，

页面列表自动将文件形成有序的序列，在列表中可对页面进行修改，每个页面列表

需添加折手版式，最后提交到折手拼版模板进行操作。

在页面序列里，用户可执行拼版和输出操作。

对于整个页面列表来说，只能进行拼版。对于单个文件来说，则可进行不同的操作，

如自由拼版和输出操作。这是流程的第三步提交操作。

点击“页面序列”图标，界面将切换到页面序列的操作窗口。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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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序列

页面序列的操作窗口可分为三个功能部分：左侧是页面列表区域；中间是操作按钮，

右侧显示的是散页列表区域，

页面列表 创建页面列表及相关操作将在这里进行

操作按钮 分别为删除、向上移动、向下移动、排序、添加空白页

散页列表 列出的是规范化后的文件，与前面“规范化文件”窗口中的内容完全一

致。在这里可查看文件名和文件尺寸。

1. 新建列表

在左侧空白界面上，鼠标右击，将会弹出下拉菜单，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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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列表菜单

选中“新建列表”选项，弹出“新建列表”对话框，如图所示。

新建列表

列表名称可根据用户所做活件的特点来设置，如设为“封面”，“内文”等，如不设置，

系统自动将名称命名为“工单号-1”。点击“确定”按钮，页面列表即出现在界面上，

如图所示。

建立页面列表

页面列表名称不要太随意，最好能够反映页面内容或作业信息。一个好的页面列表

名称，可能便于后续很多操作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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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头上显示了列表的名称，列表里文件的页数。用户可通过点击 图标，对页
面列表进行展开和折叠。

新建列表也可通过菜单“编辑”—“新建列表”来实现。

修改表名

选中列表，在右键下拉菜单中选择“修改表名”，弹出“重命名”对话框，在对话

框写入新的列表名即可。

删除列表

选中列表，在列表上右击，选择“删除列表”选项，系统将会提示“将同时删除列

表及相对应的印张样式！”（印张样式将在后面进行介绍），点击“确定”，列表

即可删除。

删除后不能还原，要谨慎选择。当列表或列表中文件正在使用时，不能删除！ 

删除列表将同时删除列表及相对应的印张样式 ,这可能会导致已经拼好的文件被删

除，且不可恢复，请务必谨慎！

粘贴和复制列表

选中列表，在列表上右击，选择“复制列表”，然后即可粘贴列表。

2. 设置版式

折手版式就是折手拼版方案，是一个独立的数据文件。版式上记录了各个参与拼版

的小版页面在大版上的排列位置、顺序及方向。印艺汇通流程中内置了专门的版式

设计程序，可以用它来预先设计好各种拼版版式。设计好的版式文件既可以放到资

源版式库中，也可以单独存为一个版式文件，后缀为 .t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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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版式

添加版式是将“资源库”里的“折手版式”资源添加到页面列表中，将来系统通过

这个版式来对该页面列表中的小版页面进行拼版。

在页面列表上右击，选择“添加版式”选项，弹出“添加版式”对话框，如图所示。

添加版式

在对话框中，可分为装订样式、版式库、其它这三部分，

装订样式：

 分为胶订、骑马订、自由订，根据装订样式的不同可分别显示出不同的

版式。选择后，在“版式库”标签页里，将显示相对应的折手版式。

版式库：

 显示保存在“资源库”里的折手版式资源。在对话框中可以查看版式的

信息，包括名称、描述、创建者、创建时间、大小。在这里不能编辑版

式，版式可在资源库里进行导入导出。（详情请见《资源库》介绍），

如需编辑版式请见后面的编辑版式。

其它：

 显示路径选择对话框，可在本地或远程的计算机中选择已保存好的版式

文件（.t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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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好后，点击“确定”按钮，页面列表将如图所示，版式添加到了列表的右侧。

折手版式添加成功

新建版式

新建版式是打开《科雷合折》软件，根据需求创建一个新的版式，然后提交到页面

列表上之后，再进行折手拼版。

在页面列表上右击，选择“新建版式”选项，弹出“新建模板”对话框，如图所示。

新建模板

在“新建模板”对话框中，可设置版式的模板信息与印张信息。

模板信息：设置折手版式的名称及装订方式。

【模板名称】

模板名称为折手版式的名称。可根据所建版式的特点设置名称，比如胶订4×2等，

这样可以一目了然的分清不同的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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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订方式】

可分为胶订、骑马订、自由订，根据印刷需求进行设置。

印张信息：设置版材或纸张的大小及印刷方式。

【纸张尺寸】

设置大版版材或纸张的宽和高。

【印刷方式】

可分为双面、单面、自翻、滚翻，根据印刷需求进行设置。

设置好后，点击“确定”按钮，将打开《科雷合折拼版》软件，如图所示，

科雷合折软件

在软件中，创建所需版式，设置完成后，提交版式，然后退出折手拼版软件。关于

科雷合折拼版软件的使用请见《科雷合折拼版》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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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新建的折手版式将出现在页面列表的右侧。

移除版式

移除页面列表的版式。

当用户想要更换版式时，可移除当前版式。在页面列表上右击，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移除版式”选项，系统提示您“是否移除版式”，点击“确定”，即可移除。

版式移除后不能还原，请谨慎选择。

编辑版式

编辑所添加的版式。

在列表上右击，在快捷菜单中选择“编辑版式”选项，这时会启动《科雷合折拼版

软件》进行版式编辑，修改完成后，提交修改后的版式，然后退出折手拼版软件即可。

版式设置

由于一些特殊的需求或工艺上的要求，需要对版式要进行设置。如爬移、套帖等。

在列表上右击，在快捷菜单中选择“版式设置”选项，这时弹出“版式设置”                                                              

对话框，如图所示，

版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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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位置调整】

 设置进行拼版时，小页位置的调整。可分别对小页的奇数页和偶数页，

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进行设置。当数值为正值时，小页水平向右，垂直

向下移动；当数值为负值时，小页水平向左，垂直向上移动。

【爬移】

 针对不同的装订方式来设置爬移量，包括内部爬移和外部爬移。

【列表起始帖为第几帖】

 设置列表中的第一帖为版式的第几帖来进行拼版，此选项将对版式中设

定的标记起作用。例如添加的标记为文本标记、背帖标记时，帖号将显

示为所设置的帖号。

【套帖个数】

 设置当前页面列表是由几个书帖组成。

当版式为胶钉时，在“版式设置”对话框中，将出现套帖设置的选项，如图所示。

版式设置—套帖

将在《特殊作业流程控制》章节中进行详细介绍。 

3. 加入页面

页面列表建立好后，下一步就是向列表中加入散页文件，也就是小版页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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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右侧的散页列表中选择待处理的文件，将鼠标放到选中的文件上，按住鼠标左键

不放，直接拖至相应的页面列表窗口中，如图所示。

页面列表中加入页面

拖入的页面将按顺序依次排列在页面列表里，页面列表里显示了每个文件相关的设

置信息，包括页序、文件名、旋转、位置、尺寸。

列表前呈灰色的数字为固定的页面位置，也就是这个页面列表的逻辑页码。

逻辑页码是这个页面列表的页面顺序，它并不必然等于作业书籍的页码。逻辑页码

对应于折手拼版版式中的小版页面的页码，是折手拼版放置页面的依据。所有列表

中的小版页面，都会按照这个页码顺序被拼到大版上去。

其他数据栏目为：

页序：  文件拖入到页面列表的标识号。该页序只在排序操作后才会发生变化。

文件名： 小版页面文件的名称。

旋转：  文件的旋转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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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每个文件的拼版位置。（详细说明将在“页面修改”中介绍）

尺寸：  小版页面的尺寸。

编辑页面

对加入到页面列表中的页面可进行预视、提交、删除、页面修改等操作，也可通过

中间按钮来设置。

下面分两个方面来进行介绍：

1）列表里右击菜单的操作

选中页面列表中的文件，右击弹出下拉菜单，如图所示。

页面列表菜单

切换视图：选中后，页面列表中文件的查看方式变为列表或缩略图视图模式。

预视：选中后，弹出“预视”对话框，用户可在拼版之前，对每个小页进行查看，

检查。

提交：选中后，弹出“提交”对话框，与前面的操作一样，不再详述。

删除：选中后，文件只是在页面列表中被删除了，而文件并没有真正被删除，文件

还可以在右侧的列表中重新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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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修改：点击“页面修改”，弹出“页面修改”对话框，如图所示。页面修改只

是针对于折手拼版进行设置的。

列表页面修改

在对话框中，可以设置小页的页面位置、页面旋转。

页面位置：是指小页在版式中的拼版位置，分为居中和自定义。

默认方式为居中。

当选择为自定义时，可修改小页左上角的坐标位，在以小版左上角出血位为（0，0）

点的坐标系的定位位置。在页面向上的情况下，设置的值为正时表示页面向右或向

上移动，反之则向相反方向移动，

页面旋转：设置小页的旋转方向，可选择 0、90、180、270 度的旋转方向。

设置好后，点击“确定”，在页面列表的“旋转”和“位置”信息栏中，将显示出

设置的结果。在进行拼版时，将按照页面修改后的设置进行拼版。

折叠列表：当页面列表的文件数目较多时，或者当列表头不能看到时，可以点击“折

叠列表”，列表将自动折叠。

中间按钮的操作

页面列表中的文件可通过执行中间的操作按钮来对文件进行移动、排序等操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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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所示。

删除所选文件。

点击后，选中的小版文件将从页面列表中被删除。散页文件不会同时被删除。

向上移动所选文件。

点击后，选中的小版文件向上移动一个位置。

移动页面时，也可手工拖动。选中文件，按住鼠标左键不放，拖动文件到指定的位

置，这时在相应的位置上将出现一行虚线，松开鼠标即可。

向下移动所选文件。功能类似上移按钮。

对所选列表进行页面排序。

当列表文件进行移动或页序混乱时，可使用此按钮，进行重新排序。点击后，页面

列表将按照升序进行排序。

在排序时，可设置页面起始页号。双击列表中“页序”栏的第一个页码，这时会弹

出如图所示对话框，

起始页位置

在对话框中，可设置起始页的号码。设置好后，排序时将按照您设置的页号来开始

排序。

添加空白页。

空白页可插入到列表中任意指定的位置。选中一页，点击按钮，空白页将插入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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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页面之后。空白页的尺寸大小将与自版式中小页尺寸一致。

4. 大版预视

当页面列表中设置好拼版版式 , 列表中的页面文件也添加到位后 , 在正式拼版前还

可以进行大版预视。通过缩略图来检查大版文件的基本情况，以利于及时发现和改

正错误。

帖列表

当页面列表设置版式后，页面列表被分为两个窗口，一个是页面列表窗口，显示拖

动到列表中待拼的页面；一个是帖列表窗口，显示待拼的正背帖。

加入版式后用户可通过点击 窗口切换按钮，切换到文件的帖列表。如图所示，

帖列表

点击按钮后，可在页面列表文件窗口与帖列表窗口间进行切换。

在帖列表窗口中，可查看文件帖列表的相关信息，包括帖码、正背、页码。同时还

可对帖列表文件进行预视。

预视操作

选中帖文件，右击选择“预视”选项，即可打开预视对话框，如图所示，对预拼的

每帖进行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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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文件的预视图

在拼版前，对帖文件的预视，可检查小页文件及应用的版式是否正确。

5. 提交拼版

页面列表和文件设置完成后，即可执行折手拼版处理。前面看到的只是拼版预览，

并没有真正进行拼版作业，只有将大版页面提交给折手拼版模板后，系统才会开始

执行拼版。

提交拼版就是将大版页面提交给折手拼版模板的操作。在这个过程中，服务器上的

拼版处理器程序会读取相应的小版页面文件，将他们拼合成一个大版 PDF 文件，保

存在作业的相关文件夹中。这个操作，通常需要花费一定的处理时间。

在页面和帖列表两个窗口中所做的提交是不一样的，当窗口切换后，右侧的处理模

板显示窗口中，将自动变为相应的处理模板。其中：当在页面列表窗口中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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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交到自由拼版和输出模板；当切换到帖列表窗口中时，文件则只能提交给折手

拼版模板。无论在哪个窗口，用户都可将整个页面列表提交至折手拼版进行处理。

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选中页面列表或文件，右击选择“提交”选项，或点击“提交”按钮，也可直接拖

动页面列表或帖文件到折手拼版模板上，流程将进行拼版操作，同时在作业监控里

可以查看拼版的进度。

取消拼版

拼版过程需要较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中止拼版操作。“取消”拼版的操作只

能在“作业监控”窗口中执行。点中拼版作业的进度条，右键点击“取消”，或直

接点击“取消”按钮就可以停止拼版作业。取消拼版以后，前面已经拼好的大版不

会被删除。  

七、印张样式

印张样式这个窗口中显示的是拼版完成后生成的大版文件，包括自由拼版与折手拼

版的拼版结果，同时可将大版文件提交到输出模板。

点击“印张样式”图标，界面将切换到印张样式的操作窗口。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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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张样式

窗口左侧以标签页的形式显示，可分为两部分，其中“自由拼版”标签页是固定的

标签页；其它的标签页为折手拼版标签页，是与“页面序列”里相对应的。在这里，

可查看大版文件的名称、处理模板和创建时间。

窗口右侧显示大版文件的缩略图。

自由拼版标签页

经过自由拼版处理后的大版文件，以列表的形式直接生成到这个标签页中。

文件名以 _asm 为后缀，处理模板为生成大版文件的自由拼版模板。这个标签页是

始终存在的。

折手拼版标签页

除了自由拼版的标签页，其余并列的都是折手拼版的标签页。这些标签页与“页面

序列”里的页面列表一一对应，即每个标签页以页面列表的名称命名。每个页面列

表拼完版后，自动在此处生成相对应的标签页。执行拼版后生成的大版文件，将自

动添加到对应的标签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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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版文件的文件名由列表名称、帖的序号和每帖的正或背组成，处理模板为生成大

版文件的折手拼版模板。

在印张样式中，可对大版文件进行预视、提交、取消、删除，并可查看文件信息。

预视

在印张样式中，选中大版文件，右键点击“预视”可对拼版后的大版文件进行预视

检查。详情请参见《规范文件》的“预视”介绍。

提交输出

对大版文件预视检查无误后，可将大版文件提交至输出模板，进行输出作业。并可

在作业监控里查看相应的解释进度。

删除

本窗口中的删除操作，可以删除每个标签页中拼好的大版文件。

在这个窗口中不能直接删除标签页。要想删除标签页本身，只能到页面序列窗口中

删除相应的页面列表，标签页本身会随着页面列表的删除而删除。

删除列表将同时删除列表及相对应的印张样式 ,这可能会导致已经拼好的文件被删

除，且不可恢复，请务必谨慎！

八、输出作业

在印艺汇通流程的各个环节，几乎都可以进行输出工作。印艺汇通流程的输出工作

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将作业内容输出到印版、胶片、纸张等印刷介质上；二

是将作业内容输出成文件如 PDF 文件或 TIFF 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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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模板

印艺汇通流程中包含了多种性质的输出节点，每种输出节点由相应的输出节点模板

来设定其参数。任何需要进行输出工作的作业，都需要在作业的“处理模板”中添

加一个输出节点模板，才能进行输出工作。

印艺汇通流程中常用的输出节点有：

PDF 输出 输出成 PDF 文件。

Tiff 输出 输出成 Tiff 文件。

CTP 输出 通过 CTP 设备，输出到印版上。

打样输出 输出到数码打样机上，打印样张。

数码印刷输出 输出到数码印刷机进行印刷。

输出器

凡是将作业输出到印刷介质上，都需要通过一个具体的输出设备来实现。如 CTP 直

接制版机、数码打样机等。印艺汇通流程为每个输出设备配备了一个输出服务器，

简称输出器，来对输出作业进行管理和操作。

输出器是一个单独的应用程序，可以运行在独立的电脑上。这台电脑通过板卡和电

缆与输出设备进行硬件联接。输出器程序一是负责管理由优联服务器发送过来的作

业队列，操作这些作业进行输出。二是可以对输出设备进行参数设置、操作和状态

监控。

印艺汇通流程的输出器程序有 :CTP 输出器、数码打样输出器、数码印刷输出器。

关于输出器程序运行的详细说明参见本手册第七章 《印艺汇通输出器》。

输出器与输出模板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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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器通过其所在的输出电脑的 IP 地址与流程客户端中的输出模板进行联接。如

图所示，在输出模板中有专门一项，来设置与之相连输出器的 IP 地址。

输出器的 IP 地址设置

当相应的输出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时，输出模板图标会呈现彩色，否则就会呈现出

灰色表示输出器未联机或不能正常工作。

对于输出到文件的输出模板，不需要专门的输出器程序，只需在流程中直接使用即

可。因此这些输出器也无需设置 IP 地址，它们的图标永远是彩色的。

输出作业

输出作业时，首先要将相应的输出模板添加到该作业的处理模板中，设置好输出模

板后，输出作业的操作就相对比较简单了。在作业操作间的最右侧窗口分区中，凡

是本工序可以使用的输出模板都会列在其中。用户只需选中需要输出的文件，提交

给相应的输出模板即可。提交方式既可以用提交按钮提交，也可以直截拖拽提交。

印艺汇通流程中共有三个环节可以提交输出。

一是规范化后的散页文件可以直接提交输出。

二是在页面序列中选择任何页面列表中的小版页面，可以提交输出。

这两步实际提交的是同一种文件，都是经过规范化后的散页 PDF 文件。这种直接提

交输出通常都是输出到数码打样机，进行打样检查。或是输出成 TIFF 文件进行其

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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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未经拼版的散页文件直接用于 CTP 输出的情况只有一种，就是需要将外部第三

方软件拼好版的大版文件通过印艺汇通进行输出。

第三个提交输出的场合就是在印张样式窗口中，对拼好版的文件进行输出。这也是

最常见的工作流程。这种大版文件可以输出 CTP 印版、可以进行数码打样，也可以

输出成 PDF 文件或 1-bit Tiff 文件供其它系统继续使用。

只有经过拼版工序的拼出的大版文件，才适合输出到 CTP 印版上。普通单页小版文

件直接输出到 CTP，通常是一种误操作，会引起印版浪费，须谨慎从事。

九、自动工作流程

自动工作流程 , 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自动执行的程序，或是自动执行的数字工单。使

用自动工作流程，科雷印艺汇通可实现从输入到输出各个工序的自动化处理 , 在作

业过程中不需要人工干预 , 整个处理过程对操作人员透明。自动工作流程可以大大

简化用户的操作，减少人为失误，提高工作效率。

使用自动工作流程之前，用户需要确定工作流程中所要用到的工序，并且详细设定

各个工序的工作顺序、工作要求和技术参数。

科雷印艺汇通 把对工作流程中工序及参数的定义称为“流程模板”。一个流程模板,

首先包含了各个工序的处理节点，然后可以使用“连线”将各个节点的模块联接起

来 ,这样就指明了各个处理工序的执行顺序以及数据流向。

一旦有任务提交给了流程模板，整个流程就会被启动并且顺序执行下去。各个工序

所产生的结果数据也会自动生成并保存。整个流程的运行进度都在系统的监控之下，

用户可以随时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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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常见的流程模板举例如下：

规范化—PDF 输出

规范化—折手拼版—CTP 输出

规范化—折手拼版—数码印刷

热文件夹—规范化—TIFF 输出

热文件夹—规范化—折手拼版—PDF 输出

热文件夹—规范化—折手拼版—CIP3 输出

CTP 输出工作流程

下面将以 CTP 输出流程为例对自动工作流程的设置做简要的介绍：

新建一个作业，在处理模板窗口中编辑流程模板。首先拖入本流程所需的各个节点

处理器模板：规范化模板、折手拼版模板、CTP 输出模板；

连线

连线各个模块，规范化——>折手拼版——>CTP 输出，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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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各个模板参数

其中规范化模板及CTP输出模板正常设置即可，折手拼版模板必需做一些特殊设置：

折手拼版模板设置

首先要勾选上“版式”栏中“预设版式”一项。然后对如下项目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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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总页数

 设置规范化后的文件页数达到设定页时，自动将文件提交到页面列表并

开始拼版。（当文件总页数不进行设置时，界面上显示为 0，则默认为

将此次提交的全部文件进行提交拼版。）

列表名称

 自动化流程时，预设的页面列表名。页面列表是自动化流程时必须创建

的，它是进行折手拼版的依据。当运行至拼版时，在“操作间”的“页

面序列”界面中，将自动创建该页面列表。

版式名称

 在操作自动化流程时，所用的预设版式。点击“浏览”按钮，弹出“添

加版式”对话框，如图所示。

添加版式图

如果没有进行设置，流程将弹出相应的提示，比如：折手拼版没有设置预设的折手

版式，将提示您：请在页面列表或折手模板中设置版式！

流程中当前只允许一条连线操作执行，当有连线操作在运行时，再次提交后，则提

示您：已有连线操作在执行，请等候完成再提交 !

运行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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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作间的源文件窗口中，添加原始页面文件 PS 文件或 PDF 文件。

在源文件窗口右侧，可以看到刚刚编辑的流程模板。将源文件直接提交给流程模板

后，该工作流程就会自动开始运行。执行的整个过程，都可以在作业监控窗口中得

到清晰反映。

首先执行的是规范化程序，所有源文件会相继被规范化成散页文件，自动放入“规

范页面”窗口中。

然后根据在折手拼版模板中设置的页面列表名称，在页面序列窗口中自动生成一个

页面列表。这个页面列表的拼版版式也会设置为“版式名称”中设定的版式。然后

规范化后的散页会自动按照规范化的顺序添加到列表之中。

当该页面列表中的散页文件总数达到“文件总页数”设定的页数后，该页面列表会

自动被提交到折手拼版处理器进行折手拼版操作。

折手拼版处理生成的大版文件，被自动保存在“印张样式”窗口中。这些印张样式

中的大版文件会继续被自动提交给 CTP 输出器，进行光栅化处理。最后，用户会在

CTP 输出器中看到处理好的 1-bit 页面数据。

工作流程各个环节的执行全部自动进行，无需用户进行干预。在用户将源文件提交

给流程模板后，只需要静静等待流程运行，直到处理好的 1-bit 数据出现在 CTP 输

出器中。这就是工作流程的自动化体现。

十、热文件夹

1、热文件夹介绍

热文件夹是指流程对指定文件夹目录下的指定类型文件进行扫描，将符合要求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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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件提交到流程的源文件中进行后序的处理。

热文件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快捷的文件输入方式，使一次提交，完成所有操作

的一体化流程成为可能，也是全自动化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2、创建和使用热文件夹

热文件夹的创建

流程的服务器安装完毕后，便会在局域网上共享出名为【Hotfolder】的热文件夹，

这个【Hotfolder】的文件夹会被所有的客户端电脑看到和使用。

热文件夹的使用

设置热文件夹流程

要为作业创建一个热文件夹的时候，我们不必去手动创建。只需为这个作业拖入一

个热文件夹的模板，保存后，便会在【Hotfolder】下自动以当前作业的工单号和

作业名为该作业创建一个热文件夹。正确设置后，所有拖入热文件夹的文件会被自

动提交至作业的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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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热文件夹流程的启动及运行监测

热文件夹参数

当在热文件夹模板中选中【启动热文件夹】项，热文件夹图标显示为紫色，表示已

经被启动。这时，流程开始扫描热文件夹的文件。

热文件可以作为一个模块连接到整个自动化流程的最前面。所有在热文件夹里的文

件都会被自动提交至规范化乃至以后的拼版及输出。

一个热文件夹被启用后，是服务器对其进行扫描监测的。即使关闭了这个作业甚至

客户端，热文件夹仍处于启用状态，我们可以继续的向这个文件夹里输入要处理的

文件。当我们想要停用这个热文件夹的时候可以取消【启动热文件夹】项或者直接

删除热文件夹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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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模板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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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板操作

模板是流程中重要的资源之一，在流程运行过程中的每一步操作都需要通过提交给

模板来执行。

打开模板库

点击“资源”菜单，选择“模板库”项，或使用快捷方式CTRL+T，打开“处理模板库”

对话框，如图所示，“处理模板库”管理整个流程的模板，是面对整个流程的全局

模板的管理，在模板库里可以对模板进行新建，删除，编辑等操作。

处理模板库

在模板库窗口中，可以查看每个模板的信息，包括名称、创建时间、创建者、描述、

修改时间、修改者，这些信息是创建模板时进行存储的，用户可以方便地了解到模

板的这些基本信息。

模板分为流程模板和节点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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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模板是由多个节点模板组成，并通过连线将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模板。

节点模板是流程中具有不同功能的单个模板，包括热文件夹模板、规范化模板、折

手拼模板、自由拼模板、打样模板、CTP 输出模板、数码印刷输出模板、TIFF 输出

模板、PDF 输出模板。  

1．新建模板

打开模板库后，每类模板都有一个系统默认的模板，用户可使用默认的模板，也可

新建模板。下面将介绍新建模板的操作方法：

新建节点模板

选中待建的节点模板，点击“新建”按钮，打开相应模板的设置界面，即可对模板

中的每项参数进行设置。

新建流程模板

选中“流程模板”，点击“新建”按钮，打开流程模板新建界面，如图所示，

新建流程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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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窗口中，将流程模板所需的节点模板拖入右侧的编辑窗口中，并通过连线将节点

模板组合在一起，即构成了流程模板，其具体操作请参见“作业操作界面”里“处

理模板”标签页的操作介绍。

2．新建文件夹

在每个模板的节点下，都可新建文件夹。将模板保存在文件夹中，对模板进行分类

管理。

选中将要创建文件夹的模板，点击“新建文件夹”按钮，弹出文件夹命名对话框，

填入名称即可。（文件夹也可在保存模板时创建。）

3．保存模板

模板设置完成后，点击“另存为”或“保存”按钮，弹出“存储模板”对话框，如

图所示，

存储模板

在对话框上边的窗口中，显示该模板中的所有已存在的模板及文件夹，下边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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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名称及描述。

设置好后，可点击“确定”直接保存，也可新建或选择一个文件夹，将模板存储在

文件夹中，也可点击“删除”，删除已存在的模板。

4．编辑模板

选中待编辑的模板，双击模板或点击“打开”按钮，即可对模板进行编辑。

二、热文件夹模板

热文件夹模板是将网络共享文件夹设为热文件夹，流程将存放在热文件夹中的文件

直接进行自动规范化处理。

 
热文件夹模板

【启动热文件夹】

控制热文件夹的启动。选中后，即可激活热文件夹模板，这时才能使用热文件夹进

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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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扫描该文件夹下的子文件夹】

选中后，流程将自动扫描热文件夹下的子文件夹，并将文件上传到源文件中。

【将监视文件类型之外的文件作为附件上传】

此选项针对在规范化时需要“上传附件”的文件进行设置。选中后，流程自动将监

控文件类型之外的文件作为附件上传至作业中。

【监视文件类型】

热文件夹中可检测到的文件类型，包括 PS、PDF、EPS、TIFF、S72、S2、

PS2。选中文件类型前的复选框，即可监视到所选类型的文件，并进行处理。

【扫描时间间隔】

当使用热文件夹功能时，流程将会自动检查该文件夹内是否存放了待规范化

的文件，一旦文件准备好，就会自动进行处理，这个功能适合批处理作业。

此选项用来设置检查热文件夹的时间间隔，默认值为 10 秒检查一次。用户可

以直接在输入框中输入间隔的时间。

【允许扫描该文件夹下的子文件夹】

选中后，表示将扫描该热文件夹下包含的所有子文件夹。

三、规范化模板

规范化模板是将源文件解释为标准的单个 PDF 文件。在模板中，分为四个参数设置

标签页，常规设置、字体设置、图像压缩、PS（EPS）设置。下面将进行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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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设置

规范化—常规设置

“页面”设置框

设置规范化页面的规格。该设定仅适用于没有页面描述的 EPS、PS、PDF 文件，对

于包含这些信息的文件不起任何作用。

【默认尺寸】

规范化时的默认尺寸。在下拉菜单中，可选择相应的尺寸，如 A3、A4。也可

自己设定页面尺寸，选择“自定义”选项，在下边“长”和“宽”中写入相

应的尺寸，以 mm 为单位。

【分辨率】

该参数定义了标准化分辨率。如果将要处理的 PostScript 编码中没有包含

任何的分辨率信息，就会使用标准分辨率。分辨率主要定义了 PostScript 

阴影的加网线数。这对图像和字体没有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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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设置框

设定规范化页面的缩放倍率和生成预览图的分辨率。

【横向缩放】

设置页面横向缩放的倍率。规范化时按照设定的比例，将文件进行放大或缩小。

默认为 100%。

【纵向缩放】

设置页面纵向缩放的倍率，默认为 100%。

【预览图分辨率】

设置规范化页面后，生成预览图的分辨率。默认为 72dpi。可在下拉菜单中

选择分辨率，如 72，144dpi。

“PDF 口令”设置框

仅针对带口令的 PDF 文件。有些 PDF 文件中设置了口令，没有口令不能正常处理文

件，所以必须在此处设定所需的口令，才能正常的进行规范化。

【打开口令】

设置 PDF 文件的打开口令。

【许可口令】

设置 PDF 文件的许可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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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设置

规范化—字体设置

仅针对于PS文件。有的PS文件未下载使用的字体，则可在此处设置字体进行替换。

【嵌入字体失败时】

当文件中缺少字体时，该参数控制文件是否继续执行。系统中默认为继续作业。

（该设置目前仅有此项可选）

【缺字体时，默认替换字体】

设置缺字体时的替换字体。在下拉列表中，列出了流程中安装的所有字体。（关

于字体的安装请参见《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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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转换

规范化—颜色转换

颜色转换是通过相应的 ICC 设置，由流程中自带的色彩管理模块，然后将文件转换

到指定的设备空间。关于颜色转换的详细介绍请参见《ctp 输出模板》参数设置。

颜色转换参数可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设置。如果用户需要导出 PDF 文件，即执行

PDF 输出，可以在规范化模板里设置颜色转换；如果用户需要对文件做最后的解释

输出，可将颜色转换保持到最后，在 ctp 输出模板里设置颜色转换。

【是否转换到指定的设备空间】

激活颜色转换参数。选中后，所有的参数将被激活，变为可选状态。

【设备空间类型】

设备空间是准备转换的目的空间。在下拉列表中分为三种：CMYK、RGB、

GRAY。

默认选择 CM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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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RGB】

设置被转换颜色为RGB模式时，使用的源色空间特性文件。可通过点击“浏览”

在资源库中进行选择。

【源 CMYK】

设置被转换颜色为 cmyk 模式时，使用的源色空间特性文件。可通过点击“浏

览”在资源库中进行选择。

【设备色空间】

设置要转换到的目的设备色空间特性描述文件。通常应该选择一个印刷机的

特性文件（Profile）。可通过点击“浏览”在资源库中进行选择。

【缺省转换意向】

可根据不同的输出要求选择所需的色彩转换意向。分为四种：Perceptual、

Absolute、Relative、Saturation。默认为 Perceptual。

【忽略内嵌 ICC】

该选项表示在解释输出过程中，忽略文件中内嵌的 ICC。可以避免因源文件

中自带 ICC 文件，而造成颜色不准或文字转为四色的问题。

【保持纯色黑】

该选项是为了避免颜色转换时将单黑色 ( 灰色 ) 转换成为四色黑而造成套印

困难或黑度不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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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压缩

规范化—图像压缩

在规范化过程中，对页面图像及数据压缩方式的设置。流程中包含四种压缩方式，

包括 FLATE、LZW、CCITT、JPEG。

Flate 又称 deflate 算法，ZIP、gzip、zlib 与 PNG 文件都使用这种压缩，它是

LZ77 与哈夫曼编码的组合，是一种无损压缩，适合包括文本、图形、图像及普通

二进制数据等各种形式的数据压缩。

LZW 压缩技术比其它大多数压缩技术都复杂， 压缩效率也较高。其基本原理是把

每一个第一次出现的字符串用一个数值来编码，在还原程序中再将这个数值还成原

来的字符 串，数值编码与字符串的对应关系则是在压缩过程中动态生成的，而且

这种对应关系是隐含在压缩数据中，随着解压缩的进行这张编码表会从压缩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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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得到恢复，后面的压缩数据再根据前面数据产生的对应关系产生更多的对应关

系。直到压缩文件结束为止。LZW是可逆的， 所有信息全部保留。属于无损压缩编码，

该编码主要用于图像数据的压缩。对于简单图像和平滑且噪声小的信号源具有较高

的压缩比，并且有较高的压缩和解压缩速度。

CCITT 是 CCITT 委员会提出的关于黑白二值图像的压缩方法的一个规范，该规范是

基于变长游程编码和改进的霍夫曼编码。主要用于传真和黑白图像相关领域。具有

编解码算法简单、完全无损压缩、文件格式灵活等特点，对二值图像的压缩率远大

于 JPEG 压缩方法。

JPEG 是 JPEG 工作组提出的一种有损静态图像压缩方法。这是一种基于 DCT（离散

余弦变换）的压缩方法，它对图像分块进行 DCT 变换，然后根据设定的图像质量因

子，对变换后的数据进行量化，得到大量的零数据。再对这些数据使用 RLE 及霍夫

曼编码等方法获得最终的 JPEG 数据。JPEG 压缩方法以适当牺牲图像质量为代价，

获得极大的压缩比，广泛用于图像的网络传输等应用。 

“压缩”设置框

【通用数据压缩方式】

设置文件中数据的压缩方式。默认为 LZW。

【图像压缩方式】

设置文件中图像的压缩方式。

【图像压缩质量】

当图像压缩方式为 JPEG 时，设置图像的压缩质量。压缩质量可通过拉动滑块

或者在后面的文本框中写入数字来设置。

当数值为 0时，压缩质量最低，文件中的图像会严重失真；反之，压缩质量变高。

默认为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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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图压缩方式】

设置文件中位图的压缩方式。默认为 CCITT。

【灰度图像压缩方式】

设置文件中灰度图像的压缩方式。

【灰度图像压缩质量】

当灰度图像压缩方式为 JPEG 时，设置图像的压缩质量。操作方法同上。

“其他”设置框

【保持原文档 JPEG 图像数据】

此选项只针对于图像带有JPEG压缩的文件。选中后，则保持原文件压缩不变；

不选中，则会对原文件图像进行解压缩。当上面压缩参数不设置时则进行二

次的 JPEG 压缩。

JPEG 是一种有损的压缩方式，我们可以选择【保持原文档 JPEG 图像数据】来避免

二次的 JPEG 压缩造成的进一步图像质量损失。

【是否限制压缩图像分辨率】

此选项设置图像压缩的插值文件与图像压缩后的分辨率。

图像插值方式：可设为无、线性、立方、Sinc。

图像压缩后分辨率：设置文件中压缩图像的分辨率，文件中图像分辨率超出

设定的数值，则将被压缩为所设分辨率。

图像分辨率上限：设置文件中图像压缩的最大分辨率。

【是否限制压缩灰度图像分辨率】

灰度图像插值方式：可设为无、线性、三次、S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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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度图像压缩后分辨率：设置同上。

灰度图像分辨率上限：设置同上。

【是否限制位图分辨率】

位图压缩后分辨率：设置同上。

位图分辨率上限：设置同上。

PS（EPS）设置

规范化—PS（EPS）设置

本设置页仅对 PS 和 EPS 文件起作用。

【PS 语言兼容级别】

在右边的下拉菜单中有三个选项，分别为：

PostScript Leve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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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cript Level 2，

PostScript Level 3。

默认为 PostScript 3 表示对所有兼容。

【缺省渐变平滑级数】

渐变平滑级数越低，该色的表现层次越多。默认值为 0.002。

【最大曲线平滑误差】

解释曲线时最大允许误差，单位为一个设备物理像素点。默认值为 2。

【在必要时添加 SHOW PAGE 命令】

在规范化 EPS 文件时，需要选中此项。（如不选中此项，EPS 文件不能正常

进行规范化处理）

【进行 idiom 识别】

进行 idiom 识别和转换。

在 PostScript 3 中包括一种新的资源，Idiom Set，其实例称为 IDIOM 字典。

IDIOM 字典的作用是对利用 PostScript Level 2 生成的 PS 文件进行处理，即

IDIOM 转换，将原有的低效率的 PostScript Level 2 的描述转化为 PostScript 3 

描述。从而使原先使用 PostScript  Level 2 生成的 PS 文件也能享受 PostScript 

3 的高效率特性。

【强制解压缩外部图像】

对于源文件，文件中包含的图像在保存时进行了压缩，则在规范化时不能正

常处理，这时需要选中强制解压缩外部图像命令。

【缺省原色压印】

所谓原色压印，是指 CMYK 印刷四原色相互叠压时，即在排版软件中将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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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或某个部件设为压印（Overprint）时，如何处理被压色版。

Postscript 3 标准中由“CMYK 原色油墨非零压印”指令 (CMYK none zero 

overprint mode) 来决定这些区域压印与否。当被解释的 PS、EPS 等复合色文件中

没有相关指令时，由该选项决定是否压印。选中该选项，压印生效，被设置为压印

的区域下面不露空。去掉该选项，不压印，下面露空。该选项仅在 RIP分色时有效。

四、折手拼版模板

折手拼版模板是流程中的重要组成模块，是将规范化好的文件，经设置版式后，拼

成大版文件。在模板里，只需设置纸张尺寸和自动化流程处理时所用的特定参数。

折手拼版模板

【纸张尺寸】

设置拼版的尺寸，根据选择的纸张尺寸来决定拼版的实际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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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分为纸张和自适应拼版两种。

纸张：选中此项，表示拼版时按照折手版式里设置的“纸张尺寸”进行拼版。

自适应拼版：选中此项，表示拼版时将根据标记或页面扩出的部分来增加纸张的尺

寸进行拼版，如折手版式中设置的标记超出了纸张范围，拼版时的纸张尺寸，则按

照包含纸张中所有标记的最小尺寸进行拼版。

【版式】

只有当使用自动化流程时，才对“版式”进行设置，即在模板中设置预设版式及连

线所用参数。

选中“预设版式”后，在后面自动出现“文件总页数”和“列表名称”两个设置项，

“版式名称”项变为激活状态，可进行设置。

文件总页数：设置规范化后的文件页数达到多少页时，自动将文件提交到页面列表

并开始拼版。

当文件总页数不进行设置时，界面上显示为 0，则默认为将全部文件进行提交。

列表名称：在操作自动化流程时，预设的页面列表。页面列表是自动化流程时必须

创建的，它是进行折手拼版的依据。当模板里设置好页面列表后，在执行拼版处理

时，将自动创建该页面列表。

版式名称：在操作自动化流程时，所用的预设版式。点击“浏览”按钮，弹出“添

加版式”对话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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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版式

在对话框中，可通过不同的方式查找所需的折手版式。

在“版式库”标签页中，列出了资源库里的折手版式资源（将在后面章节介绍如何

在资源库中存储折手版式资源）。可在窗口中查看到版式的详细信息，包括名称、

描述、创建者、创建时间、大小，另外，还可根据切换“装订样式”来查看相对应

的折手版式，装订样式包括胶订、骑马订、自由订；

在“其它”标签页里，可根据查找文件路径的方式，在本地或远程计算机中选择版

式文件（.TPL）。

选中所需版式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将版式添加到折手拼版模板中。 

五、自由拼版模板

自由拼版模板在流程中是一个独立的模块，它是将规范化后的文件，在合拼软件中，

经手动自由设置后，最后生成自由拼的大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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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

自由拼版模板—版面

【名称】

设置自由拼版的版面名称。该名称将作为自由拼版版面的名称，在“合拼”

软件中出现。

【版面尺寸】

设置自由拼版时的默认版面尺寸。可通过在“尺寸”下拉列表中选择常规的

尺寸，包括全开、对开、四开、A3、A3 横向、A4、A4 横向，也可以自定义尺

寸，选择下拉列表中的“自定义”后，在下边输入宽度和高度数值即可。

【版面间距】

设置版面四周的边距，控制拼版操作的范围。



99

科雷印艺汇通数字化工作流程

可分别在上下左右中输入数值，在边距上将不能拼入任何内容。

【页边距】

设置页面自动排列时，页与页之间的距离。

横向和纵向分别为页面的左右和上下的间距，在自动排列后，将按照设置的

间距进行拼版。如图所示，

页间距示意图

输出

自由拼版模板—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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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模式】

设置拼版时以什么模式来执行操作。

1）省纸模式（不包括下边距）

拼版后的尺寸为图像本身的大小。

2）留边模式（包括下边距）

拼版后的尺寸保留图像的上边和左边。

3）不省模式（纸张设置的大小）

拼版后的尺寸为纸张的大小

如图所示，显示了三种模式不同的拼版方法。

界面显示

拼版后：

      省纸模式    留边模式    不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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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CTP 输出模板

CTP 输出模板是将文件解释输出到 CTP 输出器，是流程的核心部分。在模板中，分

为五个参数设置标签页，分别为 RIP 设置、输出设置、颜色转换、曲线校正、印版

设置。下面将进行详细介绍：

RIP 设置

CTP 输出—RIP 设置

“常规”设置框

【色空间】

“色空间”反映了输出设备对色彩及图像数据的处理方式，其实质是告诉用户以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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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方式处理待输出的文件：是否需要 RIP 分色、是输出二值加网数据还是连续

调数据等等。

在“色空间”下拉列表中可选择不同的色空间。例如对于照排机、直接制版机(CTP) 

等单色设备只能选择 Gray(Halftone) 和 CMYK Separations(Halftone)；对于彩色

喷墨打印机可选 CMYK (Halftone)；对于 TIFF 输出则几乎所有的项目都可选用。

每个色空间选项详细说明如下：

Gray(Halftone)：单色加网模式，制版软件前端分色，无需 RIP 分色，生成二值点

阵数据。

CMYK Separations(Halftone)：RIP 分色加网模式，前端制版软件生成的为复合色

文件，需要 RIP 对其进行分色加网，为每个色版生成一个二值点阵图像。

关于“前端分色模式”和“RIP 分色模式”的说明：

对于RIP 而言，所有照排机及直接制版机（CTP）都是单色半色调（需要加网）设备，

因此当设备为照排机及直接制版机时，色空间只有以上两项可选。

其中：

Gray(Halftone) 通常也称为“前端分色模式”，要求排版软件前端分色，换言之，

在排版软件中需要选择“分色”，生成的 PS 文件中已经包含了四个单色页面（假

定只有CMYK四色），四个色版中的颜色数据都已确定，色版之间的压印（Overprint）、

陷印 (Trapping) 等效果都已实现完毕，RIP 对其只能进行单纯解释，已经不可能

影响其颜色、压印、陷印等效果。

CMYK Separations(Halftone) 通常也称为“RIP 分色模式”。要求排版软件生成

复合色 PS 文件，即 PS 文件中包含单个彩色页面，对于这类文件，RIP 可以有很大

的作用空间，可以对其进行色彩管理；对专色进行灵活处理；由RIP 控制生成压印、

陷印效果等等。Postscript 3 标准中的很多新增指令都要基于复合色 PS 文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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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并且在印前作业流程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Gray(8 bit contone)： 单色连续调模式，解释成灰度图像。

CMYK (Separations 8 bit contone)：RIP 分色连续调模式，前端排版软件生成的

为复合色文件，需要 RIP 分色，为每个色版生成一个灰度图像。

CMYK (8 bit contone)：RIP 分色连续调模式，前端排版软件生成的为复合色文件，

需要 RIP 分色，生成一个彩色图像。

RGB(8 bit contone)：输出 RGB 彩色图像模式，与上一项类似，前端排版软件生

成的为复合色文件，需要RIP 转换为RGB 模式，并为每个色版生成一个彩色图像。

【分辨率】

设置输出文件的分辨率，由后端输出设备决定。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合适的水平和垂直分辨率，也可自己手动输入所需分辨率。RIP 

将按照选定的分辨率来生成点阵文件。

当选择的分辨率与输出设备实际分辨率不一致时会造成输出尺寸变形。

“分色”设置框

该设置项的参数是否可使用，取决于【色空间】里选择的分色方式。在某些模式下，

分色参数无效。

【加网方式】

在下拉列表中，列出了 6种加网方式。

Skew Half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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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QS Halftone

Balance Halftone

External Halftone

Normal Halftone

LessIntaglio Halftone

以上几种均为调幅加网方式。

不同的方式对加网精度、网点玫瑰斑以及灰度层次的控制算法不同，Skew 

Halftone，HQS Halftone 和 Balance Halftone 为最常用的加网方式。External 

Halftone 为自定义网点加网方式，多用于凹版制版的加网。

【使用精确加网】

选中此项后，可对“网角精度”和“网点频率精度”进行设置。

网角精度：该设定是指 RIP 加网后的实际网点角度与设定网点角度之间的允许角度

差。系统默认值为 0.2 度。

网点频率精度：该设定是指 RIP 加网后实际网点频率与设定网点频率之间的允许频

率差。系统默认值为每英寸 15 线。

以上两项设定用户不得自行更改，否则可能引起撞网现象。

【生成附加阶调】

选中此项后，可对“附加阶调下限”进行设置。

附加阶调下限：附加阶调下限缺省为 512。填入的是灰度级数下限，灰度级数越高，

输出图像的层次尤其是渐变的平滑程度越好，但对解释速度和网点形状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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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点形状】

在下拉列表中，列出了 31 种不同的网点形状，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还可通过点

击模板下方的“网点预视”按钮，预览在不同网点角度，不同加网线数下的网点形状。

当加网方式为 External Halftone 时，网点形状将载入在资源库中存储的“自定义

网点”资源，可选择其中一个进行加网。

【调频网点尺寸】

当加网方式为调频加网方式时，设置网点尺寸。

【网点形状阴阳反转】

一般只应用于图像文件本身为阴图时，选中此项输出。

【覆盖作业中的网点形状】

缺省为选中。

【覆盖作业中的网点频率】

缺省为选中。

【覆盖作业中的网点角度】

缺省为选中。

以上三项表示是否用 RIP 中的相关项目的设定值取代待输出文件中的设定值。选中

则表示取代。

【高于 % 的黑版叠印】

缺省为选中。该选项仅在 RIP 分色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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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印刷中套印难度，避免出现漏白边现象，当黑色达到设置值以上时进行压

印，使下面的色版不镂空。

【色版打印设置列表】

在模板的下部为“色版打印设置列表”，用来设置色版的输出，以及输出该色版时，

使用的网角网线数，用户可以选中其中一个色版，通过下面的下拉菜单来设置每个

色版的打印参数。

“Default”色版表示除了列表中所列色版外的所有色版。如模板中不添加专色时，

则表示除了 CMYK 四色外所有的专色色版，可通过设置此项控制所有专色色版加网

参数及输出。

列表右下方有两个按钮——“添加”和“删除”，用户可通过这两个按钮在列表中

添加或者删除一个专色。点击“添加”后，在“色版打印设置列表”中，将自动出

现一行数据，选中添加的这行数据，可以在下面的文本框中更改专色名称，以及在

下拉菜单中设置该专色的默认打印参数。

【注册当前活件专色】

注册当前作业中所包含的专色色版。只针对于当前作业进行设置。点击后，流程会

将当前作业中包含的的专色色版注册到当前模板中。

如果对某专色的加网参数进行单独设置时，在“色版打印设置列表”中添加的专色

名必须与文件规范化后文件的“文件信息”对话框中显示的专色名保持一致，否则

对专色的设置将不起作用。

“色版打印设置列表”与“高于 % 的黑版叠印”只有在分色时才起作用，对于前

端已分好色的 PS 文件，输出某个色版与否以及相互之间的叠印关系都已在源文件

中描述好，在流程中将无法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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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色转换”设置框

专色转换是对作业中的专色色版的处理方法进行设置。 

专色转换处理：设置专色色版按照什么方式进行输出，分为“将专色转为CMYK输出”

和“按活件设置处理专色”。

①将专色转为 CMYK 输出：此参数表示模板中设置输出的所有专色转为四色进行输

出。

②按活件设置处理专色：此参数表示专色将根据作业中每个文件的属性—“文件信

息”对话框里对专色的设置进行输出（详情请参见“规范文件”里对“文件信息”

的应用）。这时，模板中只是控制专色是否输出。

输出设置

CTP 输出—输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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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设置框

【输出器地址】

设置输出器所在计算机的 IP 地址。正确设置 IP 地址后，才能监听到已启动

的 CTP 输出器。 

“效果”设置框

【页面方向】

控制输出页面的旋转。在下拉列表中，有六个选项：

缺省：根据页面设置的默认方向输出。

旋转 90 度：将页面逆时针旋转 90 度输出。

旋转 180 度：将页面逆时针旋转 180 度输出。

旋转 270 度：将页面逆时针旋转 270 度输出。

始终短边在上：页面较短的一边在上进行输出。

始终长边在上：页面较长的一边在上进行输出。

用户请根据输出页面时的具体使用情况确定页面方向。

【横向缩放、纵向缩放】

设置输出页面的横纵向缩放。

填入一个数值，输出页面将按这个百分比缩放，然后进行输出。缺省数值为

100。

除非特殊情况，不要进行缩放，否则可能造成输出尺寸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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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

选中此项后，页面以中心垂直线为轴做水平翻转后输出。

【反转】

选中此项后，图片进行阴阳图的反转。

【生成 CIP3】

生成符合 CIP3 规范的 PPF 文件。

CIP3（Computer Integrated Of Prepress、Press、Postpress）是计算机集成印前、

印刷、印后，可将印前设备与印刷机连接起来，以数据代替原有的“经验”——目

测色差，以数据管理印刷过程，使机器在正常的线性化标准下，实现数据化、规范

化管理，达到高产、优质、低成本。

CIP3 可在印前、印刷和印后的整个工艺流程中进行完整的数字链接，进行完整控

制的工艺过程，CIP3 是一个国际性的合作，是一个国际化的组织，在 1995 年，

CIP3 国际组织成立，并且产生了用于 CIP3 工艺流程的 PPF 文件格式（Print 

Production Format - 印刷生产格式）。PPF 是 CIP3 工艺一种统一的、与设备无

关的标准格式。利用印前系统生成的各种数据，生成后面工序所需的加工信息，来

进行统一管理，它能将工作和生产信息传送到各阶段的印刷工序。其目的就是要将

CIM(computer-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计算机集合制造 ) 概念引入印刷工业，

使印刷工艺流程的三大环节连成一个整体，即从承接印刷任务和印前处理开始，采

集并获取各种数字化的生产控制信息，且逐步传递到印刷、印后加工过程所涉及的

设备上，对印刷、印后过程进行控制，使整个生产工艺过程、生产设备状态都在生

产控制信息流的掌管之下，达到合理、高效、优质生产的目标。

选中“生成 CIP3”后，即可激活生成 CIP3 文件的设置参数。

1）网络路径：存储 PPF 文件的路径，在网络上选择存储文件的共享文件夹。

2）CIP3 文件属性：根据不同的设备的特点，设置 PPF 文件参数，包括墨控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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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控旋转、数据旋转。（这三个选项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设置）

文件解释输出完成后，将自动生成 CIP3 文件并存储到所设置的路径中。流程 CIP3

的生成是在输出器端完成的，如果系统报出“生成 CIP3 文件失败”，请检查：设

置的网络路径是否存在；设置的网络路径是否有写入的权限。确保以上两点才能正

确的输出 CIP3 文件。

颜色转换

CTP 输出—颜色转换

ICC 是国际色彩组织（International Color Consortium）的缩写，于 1993 年成

立，建立了 ICC Profile 色彩特性描述文件的标准格式，ICC Profile 色彩特性

描述文件的必要数据(Required Tag Data) 中包含了各式各样色彩转换数据信息，

这些数据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色彩管理系统进行色彩转换 (Conversion) 时的必要

基本标准数据内容信息，也就是说只要是 ICC Profile 就必须要具备有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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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色彩管理系统作业，而这些数据的来源主要就是来自于IT8.7 色彩控制表。

目标是建立独立于平台的颜色转换标准，保证颜色在不同类型的设备上能一致的体

现。例如在扫描输入设备、显示设备、输出设备上都能保证颜色的一致性。它将所

有的设备颜色空间都通过与设备无关的颜色空间（例如 CIE XYZ 或 CIE Lab ）作

为中介，来保证颜色在多种设备上呈现一致。ICC 制订了一个文件规范，用来描述

一个设备的颜色的特性，这个文件被称为设备的参数文件，每种设备都有与之相对

应的参数文件。

色彩管理简介

在传统的印刷复制过程中，彩色制版是采用电分机完成，色彩处理全部在电分机内

部完成，原稿贴在分析滚筒上，在记录端直接得到四色胶片。从原稿到输出胶片是

一个封闭过程，甚至连同打样和印刷都在同一个厂家内完成。加之印刷油墨和纸张

的色彩特性相对一致性较好，中间传递环节只有胶片，色彩可以用统一的 CMYK 来

描述，并不存在沟通及交流的困难。

随着印刷科技的发展，数字网络出版、数字化印刷及开放性系统架构时代的来临，

各式各样彩色设备纷纷出现，色彩沟通与色彩重现能力遭受到考验及冲击，同一个

电子文件在不同的屏幕上看起来不同；从不同的机器上输出与印刷出来颜色不同。

究其原因在于各印刷复制媒体设备的制造厂商对于色彩的表现 ( 如屏幕、数字相

机 RGB 加色法显色或数码打样机、印刷机 CMYK 减色法显色 ) 或复制均有其独特的

色彩处理模式及显色能力处理方式，而在此种情况下，运用在开放式生产流程的系

统架构时，色彩的复制结果将变得几乎无法预测。

在这种情况下，色彩管理技术应运而生。色彩管理技术以与设备无关的色空间 CIE 

Lab 及 CIE XYZ 色空间作为颜色标准平台，各个设备建立起自身颜色体系到标准

色空间的转换特性描述文件 ICC Profile，通过色彩管理引擎（CMM）实现颜色在

各个设备间的交换与再现。

流程中内建有自己的色彩管理模块，通过各个设备的色彩特性描述文件 ICC 

Profile 实现不同颜色模式文件在不同的设备上的正确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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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颜色转换”设置页中有三个下拉列表选项，每个选项可用来选取一个颜色特

性描述文件。

【源 RGB】

选择被转换的颜色为 RGB 模式时，使用的源色空间特性文件。点击“浏览”按钮，

弹出“ICC 文件选择”对话框，如图所示，

ICC 文件选择

在对话框中，列出了资源库中的具有 RGB 色空间 ICC 特性文件资源，选中所需 ICC

文件，点击“确定”即可。流程默认为“sRGB Color Space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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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CMYK】

选择被转换颜色为 CMYK 模式时，使用的源色空间特性文件。选择文件方法同上。

【设备色空间】

选择要转换到的目的设备色空间特性描述文件。通常应该选择一个印刷机的特性文

件（Profile）。选择文件方法同上。

关于“源色空间”和“目的色空间”

色彩管理是用来在两个设备之间进行色彩转换，如果某颜色在 A 设备上的值为 Ca 

，要把它转换成在B设备上的值Cb ，就要借助A、B两个设备的彩色特性描述文件。

其中 A 设备的彩色特性描述称为“源色空间”，B 设备的彩色特性描述称为“目的

色空间”。换言之，要想校正一个印刷机的色彩，使之与某传统打样机色彩一致，

则打样机为“源设备”，印刷机为“目的设备”。

【色彩转换意向】

可根据不同的输出要求选择所需的色彩转换意向。默认为 Perceptual。

Perceptual: 知觉法，从与设备无关的色空间向设备的色空间映射 , 将所有的颜色

等比例的压缩，色域外的颜色映射到设备的色域范围内，此方式适合图像的颜色转

换 .

Absolute: 绝对色度法，将保持色域内的颜色不变，并把色域外的颜色压缩到目标

色域的边界上，此方式适合颜色的准确复制。

Relative: 相对色度法，用于颜色准确和与介质相关的复制。将白场和黑场映射到

目标色域，它可以改变亮度。

Saturation: 饱和度法，增加色彩的纯度和饱和度，但色彩复制性差，此方式适合

只注重颜色鲜艳的图形的复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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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内嵌 ICC】

该选项表示在解释输出过程中，忽略文件中内嵌的 ICC。为了避免因生成源文件时

错误嵌入了 ICC 文件，而造成颜色不准或文字转为四色黑的问题，通常选中此项。

【保持纯色黑】

该选项是为了避免由 RGB 向 CMYK 转换时将黑色图形或文字对象转换成为四色黑而

造成套印困难。

曲线校正

CTP 输出—曲线校正

在“曲线校正”设置标签页中，可设置网点线性化和印刷补偿两种校正曲线。这两

种曲线要在资源库中用户根据不同的需求进行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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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介绍请参见《资源管理》章节。

【网点线性化】

线性化曲线用来校正输出时因设备及环境因素产生的误差。通常情况下，在使用相

同的输出设备时，处于不同分辨率、用不同网线输出时，线性化曲线也会有所不同，

最好为每个分辨率各建一条线性化曲线。

选中“网点线性化”后，点击“浏览”按钮，弹出“CURVES选择”对话框，如图所示，

CURVES 选择

在对话框中，显示出了用户在资源库中创建的网点线性化曲线资源，选中所需曲线，

点击“确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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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补偿】

印刷补偿用来对印刷压力所造成的网点扩大进行补偿。印刷补偿曲线的设置同上。

印版设置

CTP 输出—印版设置

不同型号的印刷机需要不同型号的版材。在输出时，需要在这里选择对应的印版资

源。

【使用印版】

选中此项后，设置印版参数生效。

印版名称 : 显示所选印版的名称。点击“浏览”按钮，弹出“印版信息对话框”，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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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版信息对话框

选中所需印版，点击“确定”即可，所选印版将显示在文本框中。

“印版信息”设置框

显示所选印版的详细信息。包括印版名称、版材尺寸、上夹距、下夹距、曝光提前

量、曝光延迟量、叼口距离等。

对于输出文件可以是拼版后的大版文件，也可以是小页文件。不同的是大版文件里

有针对于印版的信息，与设置印版的参数是相互影响的。而小页文件在输出时由于

未能像拼版中那样去设置大版的叼口位置线，所以在解释小页时会默认叼口位置线

在小页的下边缘。所以在设置时要根据特定的情况设置相应的参数。

七、数码印刷输出模板

将准备打印的文件直接输出到数码印刷输出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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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印刷输出模板

【输出器 IP 地址】

在数码印刷输出模板中，只需设置输出器所在计算机的 IP 地址即可。正确的设置

后才能监听到已启动的数码印刷输出器。

当服务器端与输出器安装在不同机器上时，输出器不能使用127.0.0.1这个IP地址。

八、TIFF 输出模板

TIFF 输出模板是将文件解释输出为 tiff 格式文件。在模板中，分为五个参数设置

标签页，分别为 RIP 设置、输出设置、颜色转换、曲线校正和印版设置。除输出设

置外，其它四项均和 CTP 输出模板里的参数设置一致，关于这三项的设置请查看

CTP 输出模板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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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设置

TIFF 输出模板—输出设置

与 CTP 输出模板不同的地方是在输出设置标签页中设置 TIFF 文件输出路径及文件

的命名规则。

“输出”设置框

指定 TIFF 输出路径

设置 TIFF 文件的输出路径。点击“浏览”按钮，弹出路径选择框，选择本地路径

或网络共享路径即可。

当服务器端与客户端安装在同一个机器上时，可选择本地路径，不在同一台机器上

时，则需要选择共享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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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规则”设置框

命名规则有三种：使用原文件名、添加后缀、文件重命名。

【使用原文件名】

输出的 tiff 文件名直接按照流程中规范化或拼版后的文件名来命名。

【添加后缀】

在文件名后可分别加上工单号、作业名、自定义命名的后缀。    

工单号：添加所在作业的工单号。

作业名：添加所在作业的作业名。

自定义：添加用户自定义的后缀。

【文件重命名】

对输出的 tiff 文件设置一个自定义的名称。

【处理同名文件】

对于输出后的同名文件进行设置，可对文件进行添加后缀和覆盖操作。

添加后缀：在同名文件名后加 _1，依次排列。

覆盖：直接覆盖同名文件。

九、PDF 输出模板

将流程中的规范文件或拼好的大版文件输出为标准的 PDF 文件。文件成功输出后将

在指定的路径下建立一个与工单号同名的文件夹来存储这些 PDF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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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设置

PDF 输出模板—输出设置

“输出格式”设置框

设置文件以什么格式进行输出。

【将多个输出为一个文件】

当选择多个文件同时输出时，则把这些文件合并为一个 PDF 文件。

【为每页输出为一个文件】

当选择多个文件同时输出时，则把这些文件分别以单个文件的方式来输出。

“路径”设置框

选择 PDF 文件的存储路径。

点击“浏览”按钮，选择网络共享文件夹即可。

当服务器端与客户端安装在同一个机器上时，可选择本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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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规则

PDF 输出模板—命名规则

“单页文件”设置框

【使用原文件名】

输出的 PDF 文件名直接按照流程中规范化或拼版后的文件名来命名。

【添加后缀】

在文件名后可分别加上工单号、作业名、自定义命名的后缀。

工单号：添加作业的工单号。

作业名：添加作业的作业名。

自定义：添加用户自定义的后缀。

【文件重命名】

对输出的 PDF 文件设置一个自定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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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文件”设置框

合并文件可分别以工单号、作业名、自定义名称来命名。

【处理同名文件】

对于输出后的同名文件进行设置，可对文件进行添加后缀和覆盖操作。

添加后缀：在同名文件名后加 _1，依次排列。

覆盖：直接覆盖同名文件。

十、CIP3 输出模板

CIP3 输出模板是专门为输出 CIP3 墨控文件而设置的模板。

CIP3 输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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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板中，用户只需设置输出器地址和生成 CIP3 文件的参数，即可完成对模板的

设置（其它参数均不需用户进行设置）。关于这两个参数的设置，请参见 CTP 输出

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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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折手版式设计——合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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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折是印艺汇通数字化工作流程中的折手拼版版式设计软件，负责为流程中的折手

拼版创建折手版式，包括纸张尺寸、版式布局、小版属性、模板标记、折页方式等等。

一、新建折手版式

在页面列表上单击右键 > 新建版式，打开新建版式对话框，如图

新建模板

“模板信息”设置框

【模板名称】版式文件的名称。

【装订方式】包括三种，骑马钉、胶订、自由订。

胶订 胶订可用于平装书之类的作业，装订时将各书帖平行叠加在一起。如图

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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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马钉 骑马订可用于小册子、纲要和目录之类的作业。装订时将各个书帖嵌套

在一起的一种装订方式。如图

  

骑马钉

自由订 该装订样式用于非折叠帖模板，例如海报、拼合等拼帖工作。在自由订

模板中，可以为拼帖作业在印张上组合成不同页面大小和方向的模板。

如图

自由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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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张信息”设置框

【纸张尺寸】  实际印刷用纸的尺寸

【印刷方式】  包括单面、双面、自翻、滚翻四种

单面 对于单面印刷方式，印张只有正面印刷，常用于海报、名片、标签等。

如图

单面

双面 最常见的印刷方式，用不同的印版印刷纸张的正反面。在版式正反面上，

小版的正背位置镜像对称。如图

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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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翻 对于自翻印刷方式，拼版的两面都位于同一个印版上。拼版的正反面相

对于纸张垂直中心线左右对称。如图

自翻

滚翻 对于滚翻印刷方式，拼版的两面都位于同一个印版上。拼版的正反面相

对于纸张水平中心线上下对称。

滚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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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好模板及印张信息后，点击确定，可以打开如下拼版设计界面

拼版设计界面

折手界面共包括四部分：菜单栏、工具面板、设计面板、属性面板。设计面板中黑

色虚线框为我们所设置的纸张尺寸。

二、工具栏

工具栏共 14 个按钮，如下图所示，

 放大：放大拼版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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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小：缩小拼版视图

 适合窗口：缩放帖视图以适合窗口   

 拖动：移动窗口视图

 选择：用于选中页面或者标记

 设置页号：用来自动的依次添加页号

 添加单独页面：用来向版面内添加单独页面

 添加拼版：用来向版面内添加折手拼版

 页间距：控制显示和隐藏页间距显示框

 上下居中：使拼版上下居中于纸张

 左右居中：使拼版左右居中于纸张

 显示 \隐藏页面：控制页面的显示和隐藏

 显示 \隐藏标记：控制标记的显示和隐藏

 叼口位置：控制纸张的叼口位置

：当选中两个以上单独页面时，出现以上四个图标，控制单独页的上下        

右对齐

三、创建拼版

模板 > 创建拼版，打开创建拼版对话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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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拼版

“成品尺寸”设置框

输入成品净尺寸的宽度和高度。印张上的拼版页面大小都相同。无法更改一个页面

的大小，但是可以更改拼版中所有页面的大小。

“拼版布局”设置框

输入要添加到印张一面的水平和垂直拼版页面数。

【书帖数量】：用来控制一个印张上含多个书帖的拼版布局。

“页面方向”设置框

【单页方向】：指定拼版页面的定向方式（相对于其他页面而言），这里是指左

上方页面的方向。组中的剩余拼版页面将相对左上方页面来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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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样式】：用来设置整体页面的方向，包括头对头、脚对脚、头对脚。

“小版出血”设置框

设置小页上、下、左、右四个方向的出血。

设置好拼版后，选中其中的一页或者几页，点击右键，打开页面信息对话框，在这

里我们可以修改选中页面的方向及四周出血值。

修改页面信息

四、设置页号

拼版建立后，所有的页面的页号默认为 1，我们需要根据折页方式设置页号，可以

有两种方法。

1．手动设置页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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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要修改的页面，弹出设置页号对话框，我们可以同时设置小页正背面的页号。

手动设置页号

2．自动设置页号

利用设置页号工具自动添加小页页号。选择“设置页号”工具 ，单击要设置页

号的小页，将自动为小页的正背面设置页号，页号随着单击一次递增。左键双击   

图标，弹出【设置页号】对话框可以设置起始的页号。

 
设置页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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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设置页间距及页边距

对于创建的拼版，我们可以设置拼版的页间距和页边距，在工具面板上，单击“显

示 / 隐藏页间距”图标 。在拼版好的上边及左边出现小页间距数值。

左键单击页间距数值，打开【设置页间距】对话框，可以对页间距数值进行修改。

设置页间距

修改页间距后，可使用左键单击工具面板中的“上下居中” 和“左右居中” 图标，

可以使拼版上下和左右居中于纸张。

六、添加标记

我们可以为拼版添加裁切、套准、折叠、拉规、背帖、文本、重复以及自定义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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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裁切标记

裁切标记

【裁切类型】

可以为裁切标记选择单线和双线两种类型。

【长度】

裁切标记的长度。默认长度为 6mm。

【线宽】

裁切标记的线宽。默认宽度为 0.25pt（0.088mm）。

【偏移出血值】

裁切线距出血位的距离。通常设置为 0，即裁切线加在出血以外。

【正面】、【反面】、【正反面】

指示标记将显示在印张上的哪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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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套准标记

套准标记

在对话框的左侧，我们可以选择为拼版的上、下、左、右四个面添加套准标记。用

来检查印刷机套印是否准确。

【标记类型】

套准标记的类型共包括四种。

 Nge-Cross （反十字线）

 Circle Mark （圆形）

 Hollow Circle （圆孔形）

 Solid Circle （实心圆）

【标记宽】

标记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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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高】

标记的高度。

【线宽】

标记线条的宽度。

【偏移页面值】

标记距页面的距离。默认值为 3，为保证套准标记在出血以外，这里的偏移

值一般为拼版的出血值。

【正面】、【反面】、【正反面】

指示标记将显示在印张上的哪一面。套准标记通常正反面全加。

3．折叠标记

折叠标记

【长度】

折叠标记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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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宽】

折叠标记线条的宽度；

【中心十字线】

位于折手拼版折叠的中心点，用来检查折页是否准确，这里可以选择是否添

加十字线标记；

【标记颜色】

用来设置折叠标记的颜色值。

【所有分色】标记将出现在所有分色版上，可以在后面的文本框中设置颜色

的色值。

【印刷色】标记只出现在 CMYK 四色版上，我们可以分别设置标记 CMYK 分色

的颜色值。

4．拉规标记

拉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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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话框的左侧，我们可以选择将标记添加到纸张的哪一侧。拉规标记会自动出现

在纸张平行的两条边上，我们可以指定上下或者左右。

【标记类型】

软件包含了三种常见的拉规标记，我们可以在资源库中继续添加新的拉规标

记。

【旋转】

设置标记的旋转方向。

【距离】

设置标记距纸张上边或下边的距离

【从】

选项中的上和下表示纸张的上边和下边。

【正面】、【反面】、【正反面】

指示标记将显示在印张上的哪一面。

5．背帖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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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帖标记

背帖标记通常由黑色的矩形组成，矩形中包含有标示书帖序号的阴文。帖标一般添

加在每个书帖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之间。对于胶订，帖标位于书脊上；而骑马订的

帖标则位于书眉处。

书帖标记在书脊上沿着连续的书帖步进，用来检查书刊是否以正确的顺序配页。

【名称】

书帖标记的名称。

【长度】

书帖标记步进的范围，当书帖标记步进至长度范围的末端时，将自动折返，

依次的递减，如此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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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帖标记自动折返

【宽度】

书帖标记的宽度。见示意图。

【步长】

书帖标记的长度。见示意图。

【类型】

书帖标记的类型包括四种，正常、倾斜 1、倾斜一、无。

        
正常                

倾斜 1

倾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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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背帖标记示意图

【文本】

书帖标记附加的文字信息标识，位于帖标步进的长度范围外，字体默认为宋体。

【垂直】

用来控制文本信息的排列方向，选中垂直时文本纵向排列。

【字体】

帖号和文本使用的默认字体为宋体。

【标记颜色】

见“折叠标记”

“位置”设置框

印

艺

汇

通 

印

艺

汇

通 

印

艺

汇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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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

在自动情况下，帖标会自动添加到版面中最大页码和最小页码之间（骑马订

会自动位于最小页码的书眉处），且与折线居中。

【偏移原点】

帖标的起始原点，选项取决于装订样式，胶订为小页的头或尾，骑马订为纸

边或订口。

【偏移量】

帖标偏移起始原点的距离。为避免帖标被裁掉，最好为帖标设置一个偏移值。

【手动】

帖标的位置可以任意的手动放置。

【背帖旋转】

可以设置帖标的旋转方向。

【图像锚点】

图像锚点总共包含9个点，分别表示图像四个角、四边中点、及中心点的位置。

【 X 、Y 】 图像锚点的坐标。

锚点一共由九个点组成，分别代表对象的九个位置点，坐标系以纸张正面的左上角

为原点（0，0），向右、向下为坐标系正值方向。X、Y 为所选图像锚点的坐标。

我们可以通过设置坐标来确定帖标的精确位置，也可以选中帖标，按下鼠标左键来

拖动至合适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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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帖号】

帖标的起始号码值，默认值为 1。改变起始帖号值时，不仅矩形标记的上的

数值会随之改变，矩形标记的位置也会随着帖号的增加而步进。

【正面】、【反面】、【正反面】

指示标记将显示在印张上的哪一面。

【反面镜像】

当选择将标记添加到反面时，“反面镜像”起作用，当其被选中时，反面的

标记将添加至与正面标记相对的位置上。

【每隔…放置】

放置标记的规律，默认为每隔 1帖放置，即每一帖上都放置该标记。

【起始帖】

表示从哪一帖开始添加该标记，默认值为1，表示从第一帖开始添加该标记。

【起始帖号】与【起始帖】的区别：“起始帖号”表示书帖标记得起始值，“起始帖”

表示在第几帖开始添加帖号。例如：“起始帖号”设置为 3，表示这个折手的第一

帖书帖标记的帖号为3，第二帖的帖号为4，第三帖的帖号为5。“起始帖”设置为3，

表示这个折手从第三帖开始添加该标记，第一帖、第二帖无该标记，第三帖的帖标

帖号为 3。

6．文本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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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标记

用来向折手版面添加文本注释信息，“文本”后面的文本框用来显示目前添加的文

本标记信息，单击“标记变量”可以选择要添加的变量信息内容以及自定义文本内容。

【标记变量】

点击“标记变量”按钮，会弹出“标记变量”对话框。当选中其中一个变量时，变

量会以美元符号 [$] 加上它的变量名称存在，并被添加到文本框中。它是一个变

量而不是文字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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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变量

工单号 拼版版式所在作业的工单号。

作业名 拼版版式所在作业的作业名。

书  帖 拼好的大版页面位于第几帖。

版  标 用来标识 C M Y K 版及专色版。

版  面 印张的正背面。

时  间 拼版的时间。

日  期 拼版的日期。

其  他 自定义的文本信息。选中其他后，可以在其后面的文本框内输入自定义

文本。

文本标记中，文本信息变量的先后位置取决于它们添加时被选中的先后，也就是说

先选中哪个变量，他们就会先被添加到文本信息字符串的前面。但是“版标”例外，

因为版标要标识出分色色版的名称，而专色版的色版名称长度不固定，所以为了避

免色版名称与其他文本标记相叠加，软件会自动把“版标”放置在文本标记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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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颜色】

见“折叠标记”

【图像锚点】

图像锚点总共包含9个点，分别表示图像四个角、四边中点、及中心点的位置。

“文本属性”设置框

【字体】

文本标记的字体，目前只有宋体可选。

【图像旋转】

对文本标记进行旋转。

【字号】

文本标记字体的大小。

“定位规则”设置框

【模版锚点】

模版锚点同图像锚点一样，包含9个点。分别代表所选模版对象的9个位置点。

设置好图像锚点和模版锚点后，图像锚点会自动对齐到模板锚点上。

【水平偏移】

图像锚点相对于模板横向偏移，正值向右偏移，负值向左偏移。

【垂直偏移】

图像锚点相对于模板纵向偏移，正值向下偏移，负值向上偏移。

【正面】、【反面】、【正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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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标记将显示在印张上的哪一面。

【反面镜像】

当指示将标记添加到反面时，“反面镜像”起作用，当其被选中时，反面的

标记将添加至与正面标记相对的位置上。

【起始帖】

表示从哪一帖开始添加该标记，默认值为1，表示从第一帖开始添加该标记。

【每隔…放置】

放置标记的规律，默认为每隔 1帖放置，即每一帖上都放置该标记。

7．重复标记

 
重复标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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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标记就是将一个标记图像连续填充在一个指定的区域范围内。

【标记名称】

准备重复的单元标记图像，我们可以在资源库中继续添加新的重复标记图像。

【图像锚点】

图像锚点总共包含9个点，分别表示图像四个角、四边中点、及中心点的位置。

【图像旋转】

图像旋转是指对整个重复标记进行旋转。

【宽度】

单元标记的宽度。

【高度】

单元标记的高度。

【长度】

单元标记重复的长度范围。

【贯穿版面】

选中贯穿版面，标记重复的长度范围为所选定位模板的长度。

当图像旋转选择 0 度时，重复标记将横向贯穿版面，重复长度与所选定位模板的宽

度相等；选择 90 度时，重复标记将纵向贯穿版面，重复长度与所选定位模板的高

度相等。

“定位规则”设置框

见“文本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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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反面】、【正反面】

指示标记将显示在印张上的哪一面。

【反面镜像】

当指示将标记添加到反面时，“反面镜像”起作用，当其被选中时，反面的

标记将添加至与正面标记相对的位置上。

【起始帖】

表示从哪一帖开始添加该标记，默认值为1，表示从第一帖开始添加该标记。

【每隔…放置】

放置标记的规律，默认为每隔 1帖放置，即每一帖上都放置该标记。

8．自定义标记

自定义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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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标记是向折手版面添加的一种标记图像，标记内容可以由用户自己定义，将

标记存储为 PDF 格式后，然后通过资源库导入，便可使用。

【标记名称】

自定义标记的名称。

【图像锚点】

图像锚点总共包含9个点，分别表示图像四个角、四边中点、及中心点的位置。

【图像旋转】

自定义标记的旋转方向。

“定位规则”设置框

见“文本标记”

【正面】、【反面】、【正反面】

指示标记将显示在印张上的哪一面。

【反面镜像】

当指示将标记添加到反面时，“反面镜像”起作用，当其被选中时，反面的

标记将添加至与正面标记相对的位置上。

【起始帖】

表示从哪一帖开始添加该标记，默认值为1，表示从第一帖开始添加该标记。

【每隔…放置】

放置标记的规律，默认为每隔 1帖放置，即每一帖上都放置该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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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背帖留白

背帖留白

背帖留白是为了胶装书的书脊铣背位无需印有油墨而设计的留白功能。设置留白大

小后，软件会自动在拼版时将处于书脊位的地方留为空白，如图所示：

【留白大小】

留白大小为留白的宽度，最小为 0，即不留白，最大值为两页的页间距。



154

科雷印艺汇通数字化工作流程

10．设置叼口位置

印刷机印刷时，叼纸的宽度叫做叼口，叼口部分是印不上内容的。

用于 CTP 直接制版的拼版文件，在最终解释时会按照选项参数中设置印版型号的不

同，解释为不同大小的版面尺寸，而拼版文件在版面上的位置（即叼口位置），则

由所选印版的叼口距离和拼版所设置的叼口位置决定。

在设置拼版版式时，要设置好叼口位置信息。建立好拼版版式后，按下 ，拼版

显示叼口位置示意图，

叼口位置

右键单击蓝色区域，弹出叼口位置对话框。默认距离为 0 时，红色的叼口位置线位

于纸张下边缘。设置距离值，将红色的叼口位置线移至纸张的叼口位置（即纸张通

过印刷机时开始承印图像的位置）。

【方向】

设置纸张的哪一边为叼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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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

用来设置红色叼口位置线的位置，在纸张的边缘时值为 0，输入正值时红色

叼口位置线向纸张内移动，负值时向远离纸张方向移动。

我们在输出模板里选择印版时，印版参数里叼口距离的数值就是当前版式叼口位置

线（红色线）距版边的距离。

11．建立自由订拼版

对于小页尺寸不一致的拼版，我们可以使用自由订来对其进行方便、灵活的处理。

自由订

版面上尺寸不一致的页面我们可以使用添加单独页面来实现。单击 ，打开添加

单独页面对话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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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单独页面

【页面方向】

所添加单独页面的方向。

【锁定】

可以锁定单独页面的位置，防止错误操作拖动单独页面。

【成品尺寸】

单独页面的尺寸。

【页号】

指定单独页面的页号。

【页面坐标】

单独页面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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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版出血】

对每一个单独页面，我们都可以设置页面四周的出血。

七、属性栏

在拼版上选中一个单独页面或者自定义标记，在属性栏中我们可以看到

【W、H】

所选对象的长宽信息。

【X、Y】

所选对象的坐标值。

【旋转】

所选对象的方向。

八、对齐

在选中两个或两个以上单独页面的时候，工具栏会出现上、下、左、右对齐按钮，

我们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对齐方式。

九、添加裁切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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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页面同样可以添加裁切标记，选中需要添加裁切标记的单独页面，选择 模板 

> 模板标记 > 裁切标记。

如果两个单独页面相距较近，添加裁切标记时可能会出现裁切标记会互相影响到对

方成品的现象，为了避免这种现象，我们可以选择单个裁切线，进行删除。

删除前

删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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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版面的提交与存储

1．提交

设置好版式后，选择“提交”，拼版版式会被提交到页面列表，供页面列表拼版时

应用。

2．存储

对于常用的版式，我们可以选择“另存为”将版式存储为一个后缀为 .tpl 的版式

文件，这个文件可以直接添加到“资源库”>“折手版式”中，通过“添加文件”

中的“版式库”被调用，或者存储在计算机的某个目录中，通过“添加版式”中的

“其它”标签页找到该目录下的 .tpl 文件，然后调用。

也可以选择“提交到资源库”，将版式直接保存到资源库中，供作业在下次拼版时

使用。当资源库中，有与之同名的版式时，则会提示您是否覆盖，如不想覆盖，可

修改在“模板信息”中修改版式的名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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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自由拼版——合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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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合拼是一款自由拼版软件，与合折相比，合拼主要用于单面印刷的活件，如海报、

标签、包装盒等文件的拼版。操作起来更直观，我们可以实时看到页面文件的位置，

并可以对其进行裁切、缩放、旋转、联拼、添加标记、色块、文字、辅助线等操作。

最终将我们添加的所有拼版元素生成大版的 PDF 文件。

二、启动合拼

在客户端的规范页面里，我们可以将已经规范化好的页面提交至合拼进行自由拼版。

选中准备拼版的页面，将其拖至客户端右侧处理模版中自由拼版的图标上，合拼即

被打开，我们刚才选中提交的文件也被添加至合拼软件中。在合拼软件打开的情况

下，如果想继续添加页面文件至拼版软件中，只需重复前面的拖拽提交即可。

合拼主要由以下六个主要部分组成：菜单栏、工具栏、作业栏、定位框、状态栏、

版面编辑框组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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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业栏

作业栏共分为三部分，文件、版面、页面。

文件	 显示所有从客户端提交过来，准备拼版的零散页面文件。

版面	 拼版的大版版面，我们在提交的时候，会按照自由拼版的模版建立一个

默认的版面。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根据需要添加多个版面。

页面	 这里显示当前版面所包含的页面文件。

2. 菜单栏

自由拼版的菜单栏包括：作业、版面、页面、显示、查看、模式、帮助。

3. 工具栏

工具栏包含了我们常用的一些功能：

文件信息：显示作业栏中文件标签页下所选文件的信息，包括文件名和文件尺

														寸。

提交拼版：对所选的版面进行拼版提交。

添加版面：添加一个新的版面。

删除版面：删除所选版面。

版面清空：将所选版面中的页面清空。

页面复制：对版面中的页面进行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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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粘贴：粘贴版面中复制过的页面。

页面删除：删除版面中的页面。

联拼：对选择的单个页面进行横向、纵向的多重复制。

页面设置：设置单个页面的复制个数以及长宽比。

页面旋转：对页面进行旋转设置。

显示 \隐藏规线：显示和隐藏版面内的辅助线。

锁定规线：锁定版面的辅助线。

标记箱：向版面内添加标记。

选择：用来选择版面上的页面。

色块：用来向版面添加色块。

4. 版面编辑栏

版面编辑栏主要是用来进行拼版设置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对版面内的页面进行旋转、

缩放、复制、定位等拼版设置，然后执行拼版，按照我们版面所设置好的位置进行

拼版，生成大版 PDF。

5. 状态栏

显示当前版面的名称，以及鼠标所在的坐标位。

6. 定位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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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版面内的页面进行缩放、定位以及锁定。

三、使用合拼

1.设置版面

版面属性

【名称】

大版版面的名称，拼好后的大版文件也会以这个名称命名。

【颜色】

大版版面的色空间，在流程中提交的文件，我们需要选择 CM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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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尺寸”设置框

【尺寸】

大版版面的尺寸，这里我们可以选择预设好的尺寸，也可以选中自定义设置

需要的版面尺寸。

“版面边距”设置框

设置纸张四边的边空，设置好边空后，页面会自动距纸边为设置好的边空距离。

【上边】

纸张上边空

【下边】

纸张下边空

【左边】

纸张左边空

【右边】

纸张右边空

“分辨率和页边距”设置框

页边距为页面自动排列时的间距。

【横向】

页面横向自动排列的间距。

【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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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纵向自动排列的间距。

2. 页面裁切

页面裁切

【原始宽度】

当前裁切页面原始的宽度。

【原始高度】

当前裁切页面原始的高度。

【宽度偏移】

裁切框横向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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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偏移】

裁切框纵向的移动。

“图像切割”设置框

对页面进行切片分割，可以将页面分割为多个切片部分。

【水平个数】

页面水平被分割的切片数。

【垂直个数】

页面垂直被分割的切片数。

【交叠】

相邻两个切片相互重叠部分的宽度。

“切片编辑”设置框

【切片数】

软件在将页面分割后，会自动为每一个切片进行编号，在这里指定切片的编号。

指定编号后，图中该编号的切片会处于选中状态。

【裁切宽度】

上面所指定切片的宽度。

【裁切高度】

上面所指定切片的高度。

【重置】

将当前裁切设置恢复至初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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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页面设置

旋转

选中页面，右键	>	单元旋转，或者选择工具栏的 工具，可对该页面进行 0、
90、270、360 度的旋转。快捷键为空格键。

镜像

选中页面，右键	>	单元镜像，可以将页面进行水平镜像。

删除

选中页面，右键	>	单元删除，或者选择工具栏的 工具，可以删除该选择页面。
快捷键为 del 键。

属性

选中页面，选择工具栏的 工具，可以弹出页面属性对话框

【页面名称】

当前编辑页面的文件名。

【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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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复制的个数。

【宽度】

页面的宽度。

【高度】

页面的高度。

【水平比例】

页面的水平缩放比例。

【垂直比例】

页面的垂直缩放比例。

	 ：不成比例按钮，当按下时，页面可以不成比例进行缩放。

	 ：适合页面按钮，当按下时，页面会自动适应版面宽度或高度。

	 ：居中页面按钮，当按下时，页面会自动居中于版面。

	 ：至于左上角按钮，按下时，页面会自动置于版面左上角。	

4. 添加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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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箱

向版面添加标记是非常必要的一步操作，要进行这一操作，请单击菜单	查看	>	标

记箱，或者点击工具栏中的 工具，可以打开如上图所示的标记箱对话框。从中
选择一种标记，用鼠标将其拖至版面上的适当位置，然后松开鼠标即可。

文本标记

双击拖至版面上的文本标记，可以对其进行设置编辑。

文字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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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在文本框内可以输入自定义文本信息。

【标记变量】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时间”和“日期”，在执行拼版时，软件会自动生成

当前的拼版的时间和日期。

【标记颜色】

当前标记的颜色。

页面标记

选中页面，右键	>	添加标记，可以为选中页面添加裁切和套准标记。

【所有标记】

将为页面添加裁切和套准标记。也可以单独选择为页面选择添加裁切或者套

准。

【出血】

设置页面的出血尺寸。裁切标记将根据出血的多少进行自动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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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

裁切和套准标记的长度。

【线宽】

裁切线和套准线的宽度。

色块

利用 工具，我们可以向版面添加色块。点击 图标，鼠标指针变为十字形，按
下鼠标左键在版面上拖动，即可在版面上绘制出一个矩形色块。选中色块，我们可

以在定位栏中设置色块的位置、尺寸以及锁定。

双击色块，可以弹出颜色设置框，在这里我们可以改变色块的CMYK颜色值。如下图：

设置色块颜色

5. 排列页面

对版面上页面的排列除了手动的拖动以及使用定位栏进行坐标定位外，还可以使用

自动排列和联拼对版面上的页面进行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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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排列

将页面添加至大版版面后，我们点击版面，右键	>	自动排列，可以对版面上的页

面进行自动的排列。如图：

【可以旋转】

将小页顺时针旋转 90 度后进行自动排列。

【不可旋转】

保持小页原来的方向不动，进行自动排列。

自动排列时，小页之间的页间距会按照“版面设置”里横向和纵向的间距设置进行

排列。

联拼

联拼功能是对版面上的一个页面进行横向和纵向的重复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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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

【页面间距】

横向排列时页面之间的水平间距。

【页面偏移】

后一个页面相对前一个页面的水平偏移。它与“页面间距”都是用来控制页

面的水平位置，当页面间距为 0 时，后一个页面相对前一个页面的偏移恰好

为页面的宽度。

【纵向移动】

后一个页面相对前一个页面的纵向错位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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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复制】

页面向左复制的个数。

【向右复制】

页面向右复制的个数。

【复制总数】

页面在横向方向上被复制的个数。

【自动】

根据页间距和偏移的设置将页面自动的横向铺满整个版面。

【预视】

选择预视，会在下面以线框的形式显示出联拼后的示意图。

纵向

【页面间距】

纵向排列时页面之间的垂直间距。

【页面偏移】

后一个页面相对前一个页面的垂直偏移。他与“页面间距”都是用来控制页

面的垂直位置，当页面间距为 0 时，后一个页面相对前一个页面的偏移恰好

为页面的高度。

【横向移动】

后一个页面相对前一个页面的横向错位偏移。

【向上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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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向上复制的个数。

【向下复制】

页面向下复制的个数。

【复制总数】

页面在纵向方向上被复制的个数。

【自动】

根据页间距和偏移的设置将页面自动的纵向铺满整个版面。

【预视】

选择预视，会在下面以线框的形式显示出联拼后的示意图。

【无缝】

无缝排列是一种常见于凹版制版的拼版方式。选择无缝后，页面会在版面纵

向方向等间距的排列。

【重置】

将联拼设置恢复至初始状态。

6. 规线管理

规线，即版面上的辅助线。在自由拼版中，可以对规线进行精确的添加设置、锁定

以及显示和隐藏。而且版面上的页面还有自动吸附辅助线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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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上的规线共分为两种，水平规线和垂直规线。在添加规线的时候我们可以为规

线选择相对位置、绝对位置以及分组。

【绝对位置】

规线在版面上的坐标位。

【相对位置】

当前添加的规线相对上一条规线的距离。

【分组】

设置所添加的规线的颜色。共有黄、品、青、黑四个颜色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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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版面显示

在主菜单的显示栏下，可以设置自由拼版的显示方式。

版面缩放显示

CTRL	+		+		版面放大

CTRL	+		-		版面缩小

长度显示

自由拼版的长度单位共有毫米、英寸、磅三种单位可选。

视图显示

视图显示是针对作业栏来设置的，共有列表显示和视图显示两种方式可选。

8. 拼版模式

在主菜单的模式栏下共有三种拼版模式可选。

省纸模式	拼版后的尺寸为拼版时图像范围的大小。

留边模式	拼版后保留上边和左边	。

不省模式	拼版为纸张原大

原拼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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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纸模式																						留边模式																						不省模式

9. 执行拼版

选择版面，右键	>	执行拼版，或者选择工具栏的 工具，可以对当前版面进行
拼版。如果建立了多个版面，我们可以选择	作业	>	全部拼版，对所有版面进行拼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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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印艺汇通输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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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艺汇通输出器是流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整个流程的输出工作，可与服务器

进行连接，接收服务器解释的文件，控制文件向不同的印刷设备进行输出。

同一种输出器，在同一个机器上只能安装一个。印艺汇通输出器分为 CTP 输出器和

数码印刷输出器。下面将详细的介绍这两种输出器： 

一、CTP 输出器

CTP 输出器是专门针对 CTP 输出设备而设置的输出器，它可接收客户端提交给 CTP

输出模板而解释生成的文件。

在输出器端，可对文件进行输出、编辑、预视、删除、导出等操作。

1．作业管理

登录成功后，即可打开 CTP 输出器界面，如图所示， 

CTP 输出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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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打开的是输出器作业管理界面，在界面中的两个控制按钮，分别为“作业列表”

及“作业存储列表”。

作业列表

启动输出器端后，即可看到“作业列表”界面，与流程客户端一样，输出器也是以

作业的形式对文件进行管理，并且与客户端作业一一对应。

用户在客户端将文件提交到 CTP 输出模板进行解释后，在 CTP 输出器里将自动生成

一个与客户端作业对应的作业来接收解释好的文件，如图所示，

已输出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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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在客户端，用户将作业“0708”中的文件提交到了 CTP 输出模板进行解释输出，在

CTP 输出器中则自动生成了作业“0708”。

输出器里的作业信息包括作业名、工单号、日期、来源，其中作业名、工单号、日

期与客户端介绍的一致，不再赘述。不同的是输出器中的作业可查看作业的来源。

来源即作业是通过什么方式在输出器端创建的，包括 New document、Import、

From PrintFlow。

New document：表示该作业是用户在输出器端自己新建的作业；

Import：表示该作业为用户导入的作业；

From PrintFlow：表示该作业为用户通过流程客户端提交，直接输出到输出器的                   

                作业。

在此主要介绍 From PrintFlow 这种来源方式的作业，另外两种方式可参见客户端

的新建作业和导入导出作业。

作业存储列表

将“作业列表”中的作业进行存储，作业将被移动到“作业存储列表”中。

用户可在作业列表中，选中要存储的作业，点击界面下边的“存储”按钮或右击菜

单中的“存储”选项来实现。

操作完成后，点击“作业存储列表”按钮，所选作业出现在了列表中。在作业存储

列表中，只能对作业进行“移入作业列表”或“删除”操作。可通过点击按钮或右

击菜单中的选项来实现。

2. 作业输出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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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客户端一样，双击打开作业，进入输出器作业操作界面。经过处理模板解释输出

后的文件将出现在界面中。用户可对文件进行相关设置及操作。如图所示。

打开作业界面

3. 操作界面

在界面的左侧是操作界面的切换按钮，分别为输出队列、垃圾箱、拼版前文件。

【输出队列】

输出队列是用来管理已经解释好的文件列表，所有成功解释的文件都会出现

在输出队列中，用户在输出队列中可以对文件进行预视、编辑、输出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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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箱】

垃圾箱用来暂时保存已经输出的文件和有关信息，又称为保留队列。输出队

列中的作业成功输出后将自动转入垃圾箱中。用户也可手动将输出队列中的

作业转移到垃圾箱中。

【拼版前文件】

拼版前文件用来保存经过加底纹操作后自动转入的文件。

文件列表

右侧列表是该作业中经解释输出后生成的所有文件，文件多为分色页面。在列表上，

可以看到文件的相关信息，包括编号、活件名、色版、尺寸、分辨率、处理模板、

已输出。

【编号】

编号表示该文件是第几个解释生成的，即文件的生成序号，是该文件的属性。

在该作业中，每成功解释一个文件，都会赋予它一个编号，号码逐个递增。

最新生成的文件在队列的最上面。

【活件名】

客户端对应的作业里被解释输出的文件名称。

【色版】

显示该文件的色版名，通常用青品黄黑的英文 Cyan，Magenta，Yellow，

Black 标识。专色版则用相应的专色名称标识，例如 Pantone 专色会标识为

“PANTONE”。

每个文件的色版名属性根据客户端设置的模板参数决定。如当为分色时标识为

Cyan，Magenta，Yellow，Black，当为复合色时标识为 CM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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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显示输出页面的尺寸。

【分辨率】

文件生成的分辨率。（在输出模板中设置的参数）

【处理模板】

文件的输出模板名称。即说明文件是由哪个输出模板解释输出而得来的。

【已输出】

表示文件已正确输出的次数。

作业进度栏

右侧中间显示连续输入、连续输出的进度。

连续输入进度为作业中导入页面或图像的进度。

连续输出进度为输出文件的进度，显示当前文件的输出进度。

作业信息栏

右侧下边为输入、输出的信息栏。

信息栏中显示了输出器的输出信息，分为“输入”和“输出”两个标签页，在这两

个标签页中，可分别看到文件的输入、输出信息。提示在输入、输出过程中的开始

和结束信息，以及输出设备未响应等错误信息。用户可从信息中看出文件是否正确

输入或输出。

下面将介绍输出队列、垃圾箱、拼版前文件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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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出队列文件操作

在“输出队列”中，可对文件进行预视、编辑、输出、导出、删除等操作。用户可

选中文件，右击弹出快捷菜单，来从中选择各项进行操作，如图所示，

文件右击菜单

预视

在右击的菜单中，选择“预视”项，即可打开“预视”对话框，如图所示。输出器

里的预视除了具有客户端里的预视功能外，在这里可对文件进行分色预视和精细预

视。下面仅介绍这两种预视

分色预视：选择多个分色文件同时进行预视，可分别查看相应的色版。

点击 分色预视按钮，弹出“分色预视”对话框，可以看到在对话框中列出了预
视的文件中包含的所有色版名称，选中前面的复选框，即可预视相应色版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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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器预视

精细预视：对文件进行网点级的预视。如图所示，放大后，即可对文件的加网效果

进行查看。

精细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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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选中页面

在右击的菜单中，选择“输出选中页面”项，所选文件将执行输出操作，在输出进

度中显示文件输出的进度。如图所示。

文件输出进度

在下边“输出”标签页的打印信息栏中，将显示出文件的输出信息。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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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信息

在输出过程中，可点击进度条后面的“取消”按钮，取消当前文件的输出操作。

对于不同输出设备的设置。印艺汇通输出器可连接不同的输出设备，在输出之前，

请确定已安装相应的输出设备驱动，印艺汇通的安装盘“驱动 >CTP 驱动”已经包

含了 CTP 输出器所连接设备的驱动，请选择适合您的设备型号进行安装。

版面编辑

在右击的菜单中，选择“编辑”项，弹出“文件编辑”对话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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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编辑

编辑操作可在文件中添加文字、色块、one bit tiff图像，并重新生成一个新的文件。

工具栏：

 【选择】

选中、移动待编辑的对象，在此状态下，双击可打开相关的参数设置。

 【拖动】

放大后，拖动局部进行预览。

 【放大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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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或缩小文件。选中后，按住 ctrl 键可进行放大，按住 shift 键可进行缩小。

 【删除】

删除所选对象。在对象上双击，弹出提示对话框，点击“是”即可。

 【旋转】

设置对象的旋转角度。在要进行设置的对象上单击，弹出旋转对话框，设置角度即可。

 【添加图像】

在文件中添加TIFF图像。在文件中单击，弹出文件选择对话框，选择要添加的文件。

TIFF 图像必须为 1位的灰度图。

 【添加文字】

在文件中添加文字。在文件中单击，弹出文本对话框，如图所示。

文本对话框

在对话框上边的空白位置输入待添加的文字，下边设置项里可分别设置文字的字体、

字形和字号。设置好后，点击“ok”即可，可通过“选择”工具将文字移动到合适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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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色块】

在文件中添加色块。选中该工具后，在添加的位置上，按住左键不放向左下方拖动，

即可画出一个白色的色块。大小可在拖动操作时来调整。切换到“选择”工具，对

色块设置颜色。在色块上双击，打开颜色设置框，如图所示。

颜色设置框

在对话框中，可拖动滑块设置颜色数值，也可自己输入该数值。在右侧的空白位置

可预览所设的颜色。

定位栏

在编辑对话框下边可对添加的对象进行精确的设置。如图所示。

定位栏

选中对象后，可在定位栏中设置对象的位置和宽高。对象默认左上角为 (0,0) 点，

可通过选择单选框中对象不同的相对位置来设置。数值设好后，点击“应用”即可。

如设置的参数不对，可通过“复位”来还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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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完成后，点击对话框下边的“生成”按钮，将把所添加的对象拼入文件中，系

统将提示生成的进度条，完成后，点击“退出”，完成编辑。新生成的文件将出现

在作业的“输出队列”中，并在原文件名的基础上添加了 _edit，如图所示。

文件编辑生成新文件

加底纹

将一个文件与另一个文件以不同的添加方式拼合成一个新的文件，以达到不同的输

出效果。

在右击的菜单中，选择“加底纹”项，弹出“添加底纹”对话框，如图所示。

添加底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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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方式】

对文件添加底纹时选择的合成方式。可分为 COPY、OR、ADD、XOR 四种，

其中：

COPY 表示添加时，保持原文件的内容不变。

ADD表示添加时，将两个文件重叠的部分保留，重叠的内容根据原文件进行与运算，

即重叠的内容为真时添加，不为真时不添加。

OR 表示添加时，两个文件内容都保留，重叠的部分进行或运算，即当两个文件的

重叠的内容为真为假时都置为真进行添加。

XOR 表示添加时，两个文件内容都保留，重叠的部分进行异或运算，即当两个文件

重叠的部分都为真时置为假添加，当有一个为真时则置为真添加。

【底纹旋转】

设置所添加底纹的旋转角度。默认为不旋转。

【可用底纹】

列出了作业中所有可用的底纹文件。

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两个文件开始进行处理，在对话框中将显示出处理的

进度。可点击“取消”停止对文件添加底纹。

文件成功生成后，将出现在作业的“输出队列”中，并在原文件名的基础上添加了

_sd，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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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加底纹文件

加完底纹的两个文件将被移动到“拼版前文件”列表中，可点击左侧的第三个按钮

进行查看。

导出页面

在右击的菜单中，选择“导出选中页面”项，弹出“导出页面缓冲”对话框，如图

所示。

导出页面缓冲

在对话框中，设置导出文件的路径，默认导出路径为作业的 exports 文件夹下

（*:\JoinusUnity\ctpoutput\jobs\All Jobs\*_*\exports），可点击“浏览”重

新进行选择。

“导出后从输出队列中删除”项表示选中后，文件将从输出队列列表中删除。默认

不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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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所有页面”与“导出选中页面”设置一样，不再赘述。

导出 CIP3 文件

在右击的菜单中，选择“导出CIP3文件”项，弹出“导出CIP3”对话框，如图所示。

导出 CIP3

同客户端设置 CTP 输出模板的 CIP3 参数方法一样，不再赘述。

在导出时，需同时选中四色文件进行导出，如选择错误将提示您“文件选择错误”。

删除选中页面

选中页面，在右击的菜单中，选择“完全删除选中页面”项，所选页面将被删除。

将所选页面移入垃圾箱

选中页面，在右击的菜单中，选择“将所选页面移入垃圾箱”项，所选页面将被移

入垃圾箱。点击“垃圾箱”，切换到垃圾箱界面，可进行查看。

查看页面信息

在右击的菜单中，选择“关于该页面”项，如图所示，显示选中文件的作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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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详细信息

在对话框中，可查看到文件的详细属性，包括分辨率、效果、页面、其它信息，并

可对列出的各个属性重新修正。修改完毕后点击“更新”即可保存修改后的内容。

其中：

【分辨率】

文件解释分辨率。

【效果】

包括镜像和阴图反转。根据不同的输出设备需进行不同的设置。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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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上边空、左边空、页号、色版。上边空：对输出页面顶端留出的空白部分进行

设定，左边空：对输出页面左端留出的空白部分进行设定，页号：文件的默认编号，

色版：显示当前分色的色版。

【其它信息】.

显示作业的其它属性。包括作业标识号、作业名、颜色、采样位数、作业尺寸、压

缩方式、压缩比。

用户除非有绝对把握，不要对已解释完的文件属性进行任意修改。正确的做法是解

释之前在输出模板中设置这些属性。

5. 其它操作说明

连续输出

在“输出队列”中，除了上述操作外，还可对文件进行连续输出。连续输出可实现

输出器的自动化处理。可选中“连续输出”前的复选框来控制是否输出。选中后，

文件将自动由输出队列的最后一行开始输出，在下面的信息栏中显示文件的处理信

息。

导入页面

导入页面是用来导入其它输出器上生成的中间文件。

“中间文件”又称“PPG 文件”，是指经解释后，出现在输出队列中的文件。文件

名的后缀为“*.ppg”，是自定义的文件格式，用于各个输出器之间交换数据。中

间文件不能被其它厂商的软件识别。

当一个输出中心安装有若干个输出器协同工作时，一个输出器可以读取另一个输出

器中经解释生成的中间文件，然后输出到不同的设备。通过该功能，多台输出器可

以分工协作，完成输出任务，更大的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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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开作业后，点击“文件”菜单，选择“导入页面”选项，弹出“导入页面缓冲”

对话框，如图所示。

导入页面缓冲

2）选择正确的文件路径。点击“…”按钮，弹出路径选择对话框，选择文件路径即可。

在选择网络路径时，要确定是否能正常连接到此路径。

3）路径确定好后，该文件夹中扫描到的所有中间文件将被显示在对话框中，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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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页面显示

可看到每个文件的作业名、页号、色版和页面尺寸。用户可根据这些信息选择需要

的文件。

4）通过点击每个文件的复选框，选择需要导入的页面，可通过“刷新”、“全选”、

“全不选”来协助操作，决定哪些文件要被导入，完成后，点击【导入】按钮，该

页面即被导入到输出队列中。

“拷贝到当前页面缓冲文件夹”表示页面文件导入时是否被同时复制到当前输出器

的页面缓冲文件夹。若选中，页面文件将被复制到页面缓冲文件夹；若不选中，页

面文件为引用关系，导入速度将提升，一旦原目录的 ppg 文件被删除，输出器将不

能再使用这些文件；默认为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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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图像

导入图像是用来将其它软件生成的二值点阵图像（如 Photoshop 生成）导入到输

出器中。导入过程不会对图像本身的尺寸、分辨率和内容做任何改变，图像格式必

须为 one bit tiff 格式。该功能提供了输出器与其它软件的接口方法，这一点有

着很重要的作用。

1）打开作业后，点击“文件”菜单，选择“导入图像”选项，弹出“导入图像”对话框，

如图所示。

导入图像

2）选择文件路径。对话框上部可设置文件的路径，点击“…”按钮，弹出文件路

径选择框，选择要导入的 TIFF 文件所在的文件夹。

3）路径确定后，对话框将扫描到的 TIFF 文件将显示在文件列表中，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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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图像

在文件列表中可查看文件的名称、页号和色版，色版缺省全标注为“BLACK”。用

户可在导入后，在“右键 > 关于该页面”里更改所选页面的色版属性，以便得到正

确的预视。

4）设置导入 TIFF 文件的属性。在导入时还可在对话框中设置文件的旋转角度、阴

图反转、镜像属性。用户可根据需要进行设置。

5）通过点击每个文件的复选框，选择需要导入的页面，可通过“刷新”、“全选”、

“全不选”来协助操作，决定哪些文件要被导入，选择好后，点击“导入”，文件

即被导入到输出队列中。

垃圾箱

点击左侧“垃圾箱”按钮，即可切换到垃圾箱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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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箱中的文件为用户输出后自动导入或手动转入的文件，在这里，对文件只能进

行预视、将页面移入输出队列、删除文件、关于该页面操作。选中文件，右击弹出

菜单，如图所示。

垃圾箱右击菜单

【将选中页面移入输出队列】【将所有页面移入输出队列】

选择此项后，页面将直接被移动到“输出队列”中，并放置在列表的最上面。 

其它选项的具体介绍请参见《输出队列》章节。

拼版前文件

点击左侧“拼版前文件”按钮，即可切换到拼版前文件界面。

在这里的操作与垃圾箱里一样，不再赘述。

重新登录

重新登录可使断开连接的输出器，重新连接到服务器。点击“系统设置”菜单，选

择“重新登录”项，弹出对话框，如图所示，设置好后，即可重新登录到服务器。

重新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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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码印刷输出器

数码印刷输出器是针对于黑白及彩色打印机等快速数码印刷设备而设置的输出器，

可接收客户端规范化或拼版后的 PDF 文件，并通过不同设备的驱动程序，将文件直

接输出到打印机。

在输出器端，可对文件进行输出、编辑、预视、删除等操作。

1．作业管理

登录成功后，即可打开数码印刷输出器界面，如图所示，

作业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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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业管理界面里，与 CTP 输出器一样，分为作业列表与作业存储列表，在这里作

业的操作方法请参见《CTP 输出器》的介绍。

2．作业输出与处理

双击作业，或点击“打开”按钮，即可打开作业操作界面，如图所示，

作业操作界面

3. 界面介绍

在界面的左侧是操作界面的切换按钮，分别为输出队列、垃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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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队列】

输出队列是显示作业的输出文件列表。用户在客户端提交到数码印刷输出器模板的

文件，都会出现在输出队列中。在输出队列中可以对文件进行预视、盖章、打号位

置设置、输出等操作。

【垃圾箱】

垃圾箱用来暂时保存输出队列里的文件和有关信息，又称为保留队列。输出队列中

的作业成功输出后将自动转入保留队列中。用户也可手动将输出队列中的作业转移

到垃圾箱中。

作业列表

作业列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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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界面上，可以看到文件的相关信息及缩略图，用户还可通过中间的按钮对文件进

行相应的操作，包括删除、向上移动、向下移动、排序、添加空白页。

详细介绍请参见客户端里的页面序列的相关介绍。

列表栏包括编号、活件名、尺寸、处理模板、已输出。

【编号】

编号表示该文件是第几个解释到作业中的，即文件的生成序号，是该文件的属性。

在该作业中，每成功解释一个文件，都会赋予它一个编号，号码逐个递增具有唯一

性。最新生成的文件在队列的最下面。

【活件名】

文件的名称，即相应的显示出客户端里被提交解释的文件名称。

【尺寸】

显示输出页面的尺寸。

【处理模板】

文件的输出模板名称。即说明文件是由哪个输出模板解释输出而得来的。

【已输出】

表示文件已正确输出的次数。

输出进度

输出进度将显示文件的生成与输出进度，文件的生成进度即文件的解释进度，输出

进度即文件传输到打印机的进度。文件成功输出后，将在进度条上显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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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栏

右侧下边为输出的信息栏。

信息栏中显示了输出器的输出信息，在这个标签页中，可看到文件的输出信息。提

示在输出过程中的开始和结束信息，文件取消的信息，以及输出设备未响应等错误

信息。用户可从信息中看出文件是否正确输出。

下面将介绍输出队列、垃圾箱里的操作：

4. 输出队列

在“输出队列”中，可对文件进行预视、盖单、打号位置设置、输出等操作。用户

可选中文件，右击弹出快捷菜单，来从中选择各项进行操作，也可使用菜单来进行

操作，在此只介绍右击快捷菜单的操作。如图所示，

文件右击菜单

预视

数码印刷输出器使用第三方软件 PDF 阅读器（例如：Adobe Reader）来进行预视。

选中文件，点击“预视”选项，系统将立即启动 Adobe Reader 软件预视文件。当

选择多个文件时，将出现如图所示进度条，输出器正在生成多个文件的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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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预视图

文件预视生成后，在预视下一个文件时，要先关闭这个文件，才能正确预视下一个

文件。

盖章

盖章是数码印刷输出器的一项特殊的功能，它可以实现印章加密，使公文类文件的

签章变得更加安全、快捷。

选中文件，点击“盖章”选项，将弹出如图所示对话框，

选择分辨率

在对话框中，需要选择预视图的分辨率。预视图的分辨率即文件在规范化时“规范

化模板”里所设的“预视图分辨率”参数。

这里所选分辨率要与模板里的一致。默认情况下，都为 72*72，如果模板里改变了，

这里也要随之变化。

点击“确定”后，将打开盖章编辑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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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章

在界面左侧显示“印章资源库”里用户所添加的印章（印章资源库将在后面进行介

绍），以竖排的方式显示，图中显示的只是我们的测试印章。

中间为页面的编辑窗口，可通过右侧的工具栏和下边的定位栏，在窗口中，对页面

及印章进行设置。

操作方法：

拖入印章

拖入文件所需的印章到编辑窗口中。选中印章，按住鼠标左键不放，直接拖入到图

像中，这时会弹出“密码验证”对话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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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验证

在对话框中输入印章的密码，只有输入密码后才能使用该印章。

编辑印章

通过工具栏及定位栏对印章进行编辑。

工具栏：

 【选择】

选中、移动印章。

 【拖动】

页面放大后，拖动局部进行预览。

 【放大缩小】

对页面进行放大或缩小。选中后，按住 ctrl 键同时点击页面进行放大，按住

shift 键操作进行缩小。

 【删除】

删除所选印章。在印章上双击，弹出提示对话框，点击“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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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栏：

选中印章，在定位栏中输入相应的数值，点击“应用”，即可对印章进行精确的定

位。如果想回到上一次的位置，可点击“复位”按钮。

盖章生成

印章设置好后，点击界面下方的“确定”按钮，所编辑的页面即可完成盖章操作。

生成后，页面将覆盖原编辑文件出现在输出队列中，如图所示，

盖章生成

打号位置设置

设置文件的打号位置。点击“打号位置设置”选项，弹出“选择分辨率”对话框，

与“盖章”时设置一样。点击“确定”后，打开“打号位置设置”界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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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号位置设置

通过工具栏和定位栏设置打号的位置，其操作可参见《盖章》里的介绍。设置好后，

点击“确定”即可。

输出选中页面

选中文件，点击“输出选中页面”选项，将弹出“打印机选择”对话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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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选择框

用户可通过选择一款所需的打印机来打印输出选中的文件。

设置打印机参数

在对话框的上面，列出了用户所需的打印机，如图所示，每个打印机图标都对应一

款打印机，双击打印机图标，即可打开相对应的打印机进行设置，设置方法请参见

《设备管理》章节。

打印机状态

在界面的中间，显示打印机的状态，包括位置、备注等，也可选择是否“打印到文

件”。

点击“设置”，弹出打印机编辑对话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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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打印机

在对话框中，用户需要设置打印机的 IP 地址，如有密码还需设置密码。在使用系

统打印机时，要写名主机名及打印机共享名。

页码范围

对输出的页面进行控制。

全部：打印全部页面；

页码：打印用户输入的连续的页面；

自定义页码：打印用户输入的特定页面。

作业队列

显示用户选中输出的文件列表。

所有参数设置好后，点击“打印”按钮，所选文件将执行打印，在输出进度栏中将

显示文件的生成和传输的进度。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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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输出进度

在下边“输出”标签页的打印信息栏中，将显示出文件的输出信息。

完全删除选中页面

选中页面，点击“完全删除选中页面”选项，所选页面将被删除。

将所选页面移入垃圾箱

选中页面，点击“将所选页面移入垃圾箱”选项，所选页面将被移入垃圾箱。点击

“垃圾箱”，切换到垃圾箱界面，可进行查看。

垃圾箱

点击左侧“垃圾箱”按钮，即可切换到垃圾箱界面。

垃圾箱中的文件为用户输出后自动导入或手动转入的文件，在这里，对文件只能进

行预视、将页面移入输出队列、删除文件操作。选中文件，右击弹出菜单，如图所示。

垃圾箱右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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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选中页面移入输出队列】【将所有页面移入输出队列】

选择此项后，页面将直接被移动到“输出队列”中，并放置在列表的最上面。 

其它选项的具体介绍请参见《输出队列》里右击菜单的介绍。

4．系统设置

在系统设置中，可对打印机设备进行管理，并可设置 PDF 阅读器。

设备管理

对数码印刷输出器中所有打印机设备的管理，在这里可对每个打印机参数进行设置。

点击“系统设置”菜单，选择“设备管理”选项，弹出对话框，如图所示，显示了

该输出器已经安装的所有打印机设备。

设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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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打印机图标，或选中打印机，点击“打开”按钮，即可打开打印机进行设置，

如图所示，

打印机设置

例如：这是其中一款打印机参数的设置界面，用户可根据自己的打印需求来进行设

置。在对话框中，有纸张版面与输出两个标签页，每个打印机的参数是不一样的，

但大致都会分为这两类。

一般在“纸张版面”标签页中，都需设置纸张来源、纸张大小、纸张类型、纸张克

重、页面方向、是否双面打印、打印份数、取纸器。这些参数都需根据不同的文件

进行不一样的设置。

一般在“输出”标签页中，都需设置文件是否分页、是否装订、是否居中打印、有

无封面等。这些参数要根据具体的要求来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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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好后，可保存打印方案。在最上边输入打印方案的名称，如 A3、A4 等，

点击“保存”即可，这样在下次使用时，可直接选择这个方案进行打印。

PDF 阅读器

对文件进行预视时，设置 PDF 阅读器的安装路径。

点击“系统设置”菜单，选择“PDF 阅读器”选项，弹出设置对话框，如图所示，

PDF 阅读器

在对话框中设置Adobe Reader阅读器的安装路径，点击“…”，弹出路径选择对话框，

选择阅读器安装路径即可。

此设置一般在第一次使用输出器时进行设置，设置好后，输出器将保存该路径，在

进行预视时，即可直接启动该阅读器。

5．工具

在工具菜单中，包括印章资源库、打号设置、打印统计。

印章资源库

存储用户使用的印章资源。

点击“工具”菜单，选择“印章资源库”选项，弹出“印章资源库”对话框，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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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资源库

在对话框中，显示了用户添加的印章资源。（本对话框中文件为测试文件不会与用

户图章重复）

用户可通过“+”按钮，添加所需印章，点击“+”后，出现文件选择对话框，选择

后，将弹出设置密码对话框，如图所示，为印章输入特定的密码后，确定即可。

设置密码

添加的印章文件大小不能大于 1M，并且对于不同打印机所需的印章文件也是不同

的，这时文件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设置。

用户可通过“-”按钮，来删除选定印章。点击后，将弹出密码确定对话框，如图所示，

在对话框中输入与印章配对的密码即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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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密码

由于印章是很重要的文件，所以在添加的时候务必要设置密码，以免别人使用或删
除。

打号设置

打号是对每次的打印队列的首页设置打号。在这里，可设置打号的相关参数。

点击“工具”菜单，选择“打号设置”选项，弹出“打号设置”对话框，如图所示，

打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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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置打号之前，首先要选中“设置打号”选框，来激活打号设置参数。

【开始号码】

打号的起始号码，即从哪个数字开始打号，默认为 1。

【位数】

号码的位数。默认为 6位，最大不能大于 8位。

【个数】

打号的个数。表示设置打号后，文件可添加的号码个数。默认为一个。用户可在下

拉列表中选择“二个”，这时可通过选择“多个打号设置相同”参数来设置二个号

码时，是否相同，选中则相同。

【字体设置】

可设置号码的字体、样式、大小和颜色。可分别在下拉框中选择合适的参数。

【其它设置】

可设置打号的顺序、打印份数和字间距。顺序分为顺序和倒序，顺序即号码按照从

小到大的顺序打号，倒序即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打号。字间距可以加宽号码之间的

距离，以磅来计算。

【打印份数】

可设置文件的打印份数。默认为一份。

打印统计

统计同一服务器端的各个输出器的打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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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工具”菜单，选择“打印统计”选项，弹出“打印统计”对话框，如图所示，

打印统计

在对话框中，可以看到每次的打印记录，包括打印机名称、打印机地址、作业名称、

打印份数、打印日期、是否取消的信息。

用户可对记录进行删除。在下边的时间上点击后，弹出“日期时间选择”对话框，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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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时间选择

在选择框中，设置删除的预定时间。如选择时间为 7 月 19 日时，则删除 7 月 19 日

以前（包括 7月 19 日）的记录，设置好后，点击“删除”按钮即可。

三、科雷 LaBoo CTP 输出系统

1 Laboo 输出器是属于科雷印艺汇通数字化工作流程（以下简称

CRONY）的一个组件。

具体使用说明说明请参考—《科雷 LaBoo CTP 输出系统 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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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管理印艺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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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源管理

资源管理是对流程中对所需资源的管理，是流程中重要的一部分。用户在开始操作

之前，需要对所用到的相关资源进行设置，这样才能保证流程的正确运行。

选择“资源”菜单“资源库”项，或使用快捷方式 Ctrl+R，打开“资源”对话框，

如图所示。资源库包括字库、专色表、标记、ICC 特性文件、校正曲线、折手版式、

热文件夹、自定义网点、印版。

资源库

用户设置好的资源存储在服务器中，可使服务器中的每一个用户都能共享这些资源。

更改或删除资源时要进行认真核对，一旦更改或删除后有可能会影响到其它用户的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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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字库

字库是流程中的一种重要资源，字库安装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文件规范化后的正

确性。流程在安装过程中，会自动安装标准字库，对于 PS 文件，用户如果在生成

时自动下载了字体，则不需要再进行安装字体，而 PDF 文件有时并没有内嵌字体，

所以要通过手动来进行安装，才能使文件解释正确。

打开“资源库”后，点击“字库”标签页，窗口中以列表的形式显示了所有已经安

装的字体。如图所示，可以看到每款字体的名称和类型，在此处可以对字体进行安

装和卸载。

资源库—字库

（1）安装字体：点击“安装”按钮，将弹出“安装字体”对话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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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字体

在窗口上方有四个基本选项：

【源安装字库路径】

设置准备安装字库文件的位置。

“安装字库”的功能只用于装入 TrueType 字库，点击“打开”按扭，用它来浏览

文件夹，帮助用户寻找字库文件路径。

【TrueType 安装为】

该选项说明 TrueType 格式字库按照什么格式装入到流程中。

有以下几个选项：

Local Joinus Fonts by default （默认选项）

PostScript CID 2 font by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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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cript TYPE 42 font by default

流程安装字库时会将 TrueType 字库重新组织成新的字库格式装入，这些选项实质

是说明将 TrueType 字库按照何种格式装入。一般而言，如果要安装的是中、日、

韩字体。可以选择安装为 CID 2 字库；如果要安装的是西文字体，可以选择 TYPE 

42 字库，选择该选项后则无需选择 CID 编码。　　

为了更好的处理补字、竖排等问题，另外构造了一套独特的字库格式，称为“Joinus 

Fonts”，大多数常用 TrueType 字库都可安装为该格式，因此“Local Joinus 

Fonts by default”为默认选项。用户一般选择该选项即可正确安装字库。

【本地 CID 编码表】

默认为“GBK_EUC_H”。　　

该选项设置的是本地编码到 CID 字库的映射方式，本地编码指的是各地区区域性

编码，对于中文而言有 GB2312、GBK、BIG5 等，日、韩也有他们各自的本地编码。

针对不同的地区有很多种选项，但中国大陆用户安装字库（无论是 GB2312 字库或

GBK 字库）一般选用默认选项即可。

【Unicode CID 编码】

默认为“GBpc_EUC_CP936”。　　

由于 TrueType 字库一般按 Unicode 编码组织字库，需要设置 Unicode 到本地编码

之间的映射方法。用户选择默认选项即可。

【字体列表窗口】

窗口中部是字体列表窗口，当从【源字库安装路径】中指定好字库位置后，系统开

始搜寻该文件夹，将搜索到的字体依次列出，并在最下方显示出搜索到的字库文件

个数，同时还列出这些安装字体的各种信息，包括“字体名称”，如HYf0gj；“类型”；

“安装名称”为安装到流程中之后的名称；“安装类型”即为【TrueType 安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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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择的类型。

当点中字体列表窗口中的一款字体时，字体列表窗口下部的【安装名字】和【安装

类型】两栏中会出现该字库的相应信息，用户可在这两栏中自行更改安装名字和安

装类型。但一般情况下，用户无须更改。

字体列表窗口中列出的每款字体的前面都有一个选择框，点击该选择框可决定该款

字体是否安装，列表右边的【全选】【全不选】按扭是用来辅助选择要安装的字体，

被选中的字体选择框内会打上“√”。【刷新】按扭用来刷新字体列表窗口中的内容。

窗口最下方还有一项 :

【注册 Adobe CID 逻辑字库名】

缺省选中。

表示在安装字库的同时，生成该字库的逻辑字库名。该功能是针对某些排版软件而

设置的，这些排版软件在处理字体时使用的是逻辑字库名。

以上内容都设置正确后，点击“安装”按钮，则选中字体就会被安装到流程中。安

装完成后， 在“资源库”的“字库”标签中将能看到正确安装的字体。

（2）卸载字体

在“字库”标签页的列表窗口中，通过前面的复选框选中要删除的字体，这时在字

体前面的选择框内会打上“√”，也可点击列表右边的【全选】【全不选】按扭来

选择卸载的字体。选择完后，点击【卸载】按钮，此时会弹出警告框，确认无误后，

点击【确定】，则选中的字体将从流程的资源库中删除。

2．标记

添加创建折手版式和印版时所需的标记资源到资源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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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在创建折手版式时，将使用一些自定标记，如自定义标记、拉规标记、重复标

记，这些标记文件可以是 PDF或 TIFF 格式的文件，则首先要导入到“资源库”中，

否则在折手软件中将不能使用该标记；用户在创建印版资源时，将用到测控条文件，

同样存储在“标记”资源中。

点击“标记”标签，切换到标记资源中，窗口中显示了流程安装的默认标记，如图

所示。

资源库—标记

在窗口中，可以查看标记的基本信息，包括名称、尺寸、创建者、创建时间。

名称：标记文件的名称，当为 PDF 时，会自动在文件名称后面加上 _0000，当为 

TIFF 时，则显示文件本来的名称，以此来识别文件的来源。

尺寸：原文件的尺寸，以宽 *高的形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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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者：导入标记的用户名。

创建时间：导入标记的时间。

用户通过点击左侧的标签页来切换到不同的标记窗口。可对标记进行导入、导出、

预视及删除操作。

（1）标记导入：导入所需的标记文件。文件类型为 pdf或 tiff 格式。点击“导入”

按钮，弹出文件选择对话框，选择所需标记，导入即可。

（2）标记导出：导出选中标记。点击“导出”按钮，弹出路径选择对话框，选择

文件存储路径，导出即可。

（3）标记预视：通过缩略图查看导入的标记。双击选中的标记，即可打开预视窗口，

如图所示，

预视

（4）标记删除：删除选中标记。选中标记，点击“删除”按钮，标记即可删除。

建议进行删除时，先确定其它用户没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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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CC 特性文件

将流程中所用到的 ICC 特性文件导入到资源库中。

点击“ICC 特性文件”标签， 窗口中将显示出流程中安装的默认 ICC Profile，如

图所示。

资源库—ICC 特性文件

在窗口中，可查看每个 ICC 特性文件的基本信息，包括名称、描述、设备色空间、

日期、大小，

名称：ICC 特性文件的名称。

描述：显示用户对 ICC 文件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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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色空间：ICC 文件所作用的设备色空间。

日期：导入 ICC 文件的时间。

大小：ICC 文件的所占存储空间的大小。

可对 ICC 特性文件进行导入、导出、删除操作。

（1）导入：点击“导入”按钮，将弹出“导入ICC特性文件”对话框，在对话框中，

选择所需 ICC 特性文件，还可在导入的同时，在对话框的下边的“描述”栏中写入

文件的特征，然后点击“导入”即可。

（2）导出：导出选中的 ICC 特性文件。操作同上。

（3）删除：删除所选文件。在删除时，请先确定是否有其他用户在使用。

4．校正曲线

创建流程中所用到的校正曲线。

点击“校正曲线”标签页，切换到校正曲线资源，包括网点线性化、印刷补偿、颜

色线性化、二次数据、单黑曲线。其中网点线性化和印刷补偿在输出模板中使用，

颜色线性化、二次数据和单黑曲线在打样模板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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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库—校正曲线

在“校正曲线”窗口中，可通过点击左侧的标签页来切换每种曲线的界面。在每个

界面上，都可对曲线进行新建、编辑、重命名和删除。

（1）网点线性化

1）新建

点击“新建曲线”按钮，弹出“网点线性化”对话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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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点线性化

对话框中参数的介绍：

【白点】【黑点】

缺省分别为 0，100。

除非特殊应用，用户不要改变。若白点填w%，黑点填k%，则页面中黑度为0%（空白）

的地方将输出 w% 的网点；黑度为 100%（实地）的地方将输出 k % 的网点，中间

部分按线性化曲线调整。

【色版】

默认情况下的色版为 cyan、Magenta、Yellow、black。

用户可通过“增加”或“删除”按钮来添加或删除一个专色色版。点击“增加”按

钮后，弹出“添加专色版”对话框，如图所示，根据文件中的专色色版名添加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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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专色版

用户可对每个色版分别设置线性化曲线。

在左侧是线性化曲线的可视化图，右侧是设置线性化曲线的参数，可由 2%~98% 设

定数值，在选中设定值前的复选框后所设数值生效，用户需根据测量结果填入数值。

测量方法：

准备好测试用的文件，一般为“网点线性化”所列的由 2%-98% 的不同等级的灰度

梯尺。

在输出模板中不设置“网点线性化”曲线的情况下，输出该文件。

用透射 /反射密度计测量出灰度条上每一色块的实际网点百分比值并记录下来。

将刚才的测量结果依次填入每个设定值中。

【所有包版使用相同数据】

选中后，表示每个色版都使用相同的数据。

【数据为测量值】

选中后，将输入的线性化曲线的测量数值校正到标准值。

【复位】

点击后，将所有数值恢复到初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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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计算】

对线性化曲线的增量计算。输入在当前曲线基础上的测量值，对曲线进行增量调整。

点击后，弹出对话框，如图所示。

增量计算

【密度测量】

测量 c、m、y、k四色在每个百分比上的密度。多用于数码打样的网点线性化制作，

点击后，弹出对话框，如图所示。

密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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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化曲线数值必须是单调递增的】

表示线性化曲线所输入的数值必须是单调递增的，否则将会出现错误。

2）保存

线性化曲线设置好后，点击“保存”按钮，弹出对话框，如图所示，输入线性化曲

线的名称，“确定”即可。

保存为

新建的曲线，将出现在“网点线性化”的标签页中，可查看每条曲线的创建人和创

建时间。

3）编辑

双击曲线即可打开编辑曲线对话框，对其进行设置。可点击“另存为”在不影响上

一个曲线的基础上，另存为一个新的曲线。

4）重命名

可重新设置曲线的名称。选中曲线后，点击“重命名”按钮，弹出“重命名”对话

框，设置名称即可。

5）删除

删除选中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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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刷补偿

印刷补偿的参数设置及操作方法，与网点线性化类似，可参见《网点线性化》的介绍。

5．折手版式

将印艺汇通软件生成的折手版式（.TPL）文件导入到资源库中。存储在资源库中的

版式在流程中“添加版式”时使用。

点击“折手版式”标签页，将切换到折手版式资源窗口中。如图所示。可导入、导

出、删除折手版式文件。

资源库—折手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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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入

导入折手版式文件。点击“导入”按钮，弹出文件选择对话框，如图所示。

导入折手版式

在对话框中选择版式文件（.tpl），可在下边的空白框内对版式进行描述。然后，

点击“确定”即可。导入的版式文件将显示在“折手版式”资源标签页中，并且可

以查看到版式文件的相关信息，包括名称、描述、创建人、创建时间、文件大小。

可同时导入多个版式。

（2）导出

导出折手版式文件。选中折手版式文件，点击“导出”按钮，弹出路径选择对话框，

选择存储版式的路径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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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删除

删除选中的版式文件。对于删除的版式文件将不能恢复，请谨慎处理。

6．自定义网点

导入格式为 TIFF 的网点模型，作为自定义网点进行加网。网点模型可由自定义网

点插件生成。在输出模板里，当加网方式为 External Halftone 时，网点形状将载

入所存储的自定义网点。

资源库—自定义网点

（1）导入

导入格式为 TIFF 的网点模型。点击“导入”按钮，弹出文件选择对话框，选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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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生成好的 TIFF 网点模型，导入即可。

（2）删除

删除选中的网点模型。

7．印版

创建印版资源。在输出模板的“印版设置”中使用。

资源库—印版

（1）新建

点击“新建”按钮，弹出“新建印版”对话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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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印版

【名称】

设置印版的名称。一般可用版材的型号或属性命名，如尺寸。

【宽度】【高度】

设置印版宽度和高度。以 mm 为单位。（下面的设置均以 mm 为单位）

【上夹距】【下夹距】

印版固定在滚筒上进行曝光时，活动版夹和固定版夹夹版的距离，即图中所指的蓝

色的部分。

【曝光提前量】【曝光延迟量】

为了保证整张印版的曝光完全，激光器常常会先于印版的起始边缘开始曝光，在完

成整张版的曝光后会继续曝光一段距离。先于印版起始边缘的距离称为【曝光提前

量】，完成后继续曝光的距离称为【曝光延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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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叼口距离】

版材的边缘到印版上可印上图像的位置之间的距离。

【印版测控条】

一般添加到叼口范围内，用来检测印版的曝光及显影质量。

选中印版测控条后，设置测控条参数被激活。

测控条：读取资源库中“标记—测控条”资源文件。可在下拉列表中显示出来，选

中所需的测控条文件即可。

位置：默认位置在印版的左上角。可通过设置XY的坐标值，调整测控条的位置。（图

像是以左上角坐标为基准。Y值向下为正值，向上为负值。）

（2）编辑

编辑所选印版。选中印版后，点击“编辑”按钮，弹出“编辑印版”对话框，对修

改印版中的设置。

（3）删除

删除所选中的印版。

二、用户管理及权限

流程中对用户的设置主要包括用户管理、更改密码、用户登出、作业授权。

1．用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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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管理是对流程中的所有用户及用户的操作权限的管理，并且只允许管理员来设

置，其它用户只可查看自己的操作权限，不能做其它操作。

点击“用户”下拉菜单“用户管理”项，或使用快捷方式Ctrl + M，打开“用户管理”

对话框，如图所示， 

用户管理

在对话框中，管理员可新建多个用户，并对每个用户的操作权限进行设置。每个用

户都可以拥有不同的操作权限，每一项功能都必须由管理员来授权给用户。功能没

有得到授权的用户，在流程中将不能执行该功能。

用户管理分为管理员和用户两类，可以通过点击“管理员”和“用户”的按钮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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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界面进行设置。

点击“管理员”按钮，在中间窗口中显示出了管理员“admin”的名称（在此无需

对管理员进行设置，管理员拥有所有权限）；

点击“用户”按钮，在中间窗口中显示出了流程的所有用户。选中用户，可查看该

用户授权了哪些功能，在右侧的功能窗口“允许”项中这些功能将打上“√”。

窗口右侧的功能窗口显示了流程中的主要操作功能以及对各项功能的简要说明。

模板管理：对模板库中的模板进行新建、编辑、删除等操作。

资源管理：对资源库内的资源进行新建，导入，编辑，删除，资源备份和资源恢复

作业导入：将导出的作业导入流程。

作业导出：将作业进行导出备份。

打开作业：对所有者为其他用户的作业进行打开操作。

规范化：对文件进行规范化操作

拼版操作：对作业处理界面添加、新建、编辑拼版

折手拼版：将页面列表提交至折手拼版模板

自由拼版：将页面提交至自由拼版模板

TIFF 输出：将页面输出为 TIFF 文件

打样输出：将页面进行打样输出

CTP 输出：对页面进行制版输出

PDF 输出：将页面输出为连续页或单页 PDF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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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P3 输出：将页面进行 CIP3 输出

数码印刷输出：将页面进行数码印刷输出。

管理员可针对每个用户来设置不同的操作权限。

（1）新建用户

管理员只有唯一的一个，而用户可以新建多个。点击“新建用户”按钮，打开“新

建用户”对话框，如图所示。

新建用户

依次填入用户名、密码、确认密码，点击“确定”，新建的用户将出现在“用户”

界面的中间窗口中。 

（2）授权

管理员必须将相应的功能授权给用户，用户才能拥有相应的操作权限。

选中用户，在右侧“允许”项中，选中将要授予的功能，在复选框中打上“√”，

点击“授权”按钮，系统将提示，如图所示，点击“是”，即可完成功能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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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授权

（3）删除用户 

删除流程中的用户。点击用户界面的“删除用户”按钮，系统提示“确认是否删除

用户”，确定后，即可删除用户。

（4）更改密码

管理员更改用户密码。点击“更改密码”按钮，打开“更改密码”对话框，设置好

后，点击“确定”即可。（对于用户更改自己的密码将在后面介绍）

（5）退出

用户设置完成后，退出“用户管理”对话框。 

2．更改密码

更改当前用户的登录密码。

点击“用户”下拉菜单“更改密码”项，或使用快捷方式Ctrl + G，打开“更改密码”

对话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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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密码

更改密码需要记住上一次的密码才能更改密码。在对话框中依次填入原密码、新密

码、确认密码，点击“确定”按钮，即可修改成功。

3．用户登出

用户注销当前客户端。

点击“用户”下拉菜单“用户登出”项，或使用快捷方式Ctrl + E，打开“用户登出”

对话框，如图所示。

用户登出

注销后，会重新打开客户端登录对话框，可登录到其他用户，如不想再次登录，取

消登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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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业授权

将选中的作业授权给指定的用户。

管理员可对所有作业进授权，除此之外只有作业的所有者才有权限为作业授权。

点击“用户”下拉菜单“作业授权”项，或使用快捷方式Ctrl + H，打开“作业授权”

对话框，如图所示。

作业授权

（1）授权

在“作业授权”对话框中分为两部分，左侧为授权作业列表，显示当前可以授权的

所有作业，显示了每个作业的作业名和工单号；右侧为授权对象列表，显示流程中

的所有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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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授权作业列表的“选中”项里，选中要授权的作业，在复选框中将打上“√”，

可同时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同时在授权对象列表中，选中一个用户为其授权作业。

点击 按钮，这时所选作业将出现在右侧选中用户的节点下面，如图所示，

完成作业授权

作业 0708 被授权给用户 zhang，这样，用户 zhang 成为作业 0708 的所有者，作业

授权完成，点击“确定”按钮即可。

（2）授权更改

作业授权完成后，如果想要更改授权，只有管理员才能更改用户的作业授权。而普

通用户则必须在“作业授权”对话框关闭之前，对其进行更改。

打开“作业授权”对话框，在右侧选中作业，点击 按钮，已授权的作业将还原
到授权作业列表，这时可对其进行重新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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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普通用户执行此操作时，将提示您“普通用户不能为其它的用户授权！”的提

示。因此普通用户在授权自己的作业时，要谨慎处理。

更改授权对于普通用户只限于关闭对话框之前，点击“确定”，关闭对话框后，作

业的最初所有者将无法得到该作业，即作业已经归属于另一个用户，没有了操作权

限！ 

三、监控管理

监控管理窗口位于主界面的最下边，流程中的所有监控信息都可在监控窗口中查看，

包括系统信息监控、处理器监控、作业监控。

用户可通过点击系统信息监控、处理器监控、作业监控这三个按钮来切换到相应的

监控窗口，查看监控的具体信息。

1．系统信息监控

监控流程运行过程中提示的系统信息，如资源库中的操作信息等，如图所示。

系统信息监控

在监控窗口中，用户可查看资源库中都做了哪些操作，将显示出每一步操作的具体

内容和操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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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窗口中，右击选择“清除”，可删除监控信息。

2．处理器监控

以列表的形式显示每个处理器的当前状态以及处理作业数目，如图所示。

处理器监控

（1）处理器

流程中分为规范化、拼版、输出三大处理器，其中输出处理器包括 CTP 输出、数码

印刷输出、PDF 输出。流程中文件执行提交后，会由相应的处理器去完成任务。

（2）状态

显示处理器当前的运行状态。当处理器处于工作状态时，显示为“繁忙”状态；当

处理器处于非工作状态时，状态显示为“空闲”状态。

（3）处理作业数目

显示处理器正在处理的作业数目。

双击处理器可打开相应处理器的“处理器监控详细信息”对话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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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器监控详细信息

在对话框中，可以看到正在处于繁忙状态的处理器的详细信息，包括文件名、提交

时间、提交者、作业归属及状态。

文件名：正在处理的文件名称。

提交时间：文件开始处理的时间。

提交者：文件的操作者。

作业归属：正在处理的文件所在作业的名称。

状态：文件处理的当前状态，一般为正在运行或等待状态。正在运行表示文件正在

被处理中；等待表示当前处理器繁忙，文件排列在执行队列中，稍后将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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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详细信息对话框中，显示了所有客户端正在运行或等待的文件信息。当查看处于

“繁忙”状态的处理器时，即可查看该处理器有哪些用户执行操作，以及操作的作

业和文件的信息。当前文件运行完成后，将自动清除，继续运行下一个等待的文件。

3．作业监控

显示作业中操作的监控信息，只有在打开作业后才可看到。如图所示，在作业监控

里，可以监控到作业里所有文件“提交”操作的详细信息。

作业监控

（1）监控信息

在作业监控窗口中可查看被处理文件的相关信息，包括文件名、处理器、处理模板、

状态、提交时间、结束时间。

文件名：被处理的文件名称

处理器：提交后，执行处理的相应处理器名称。包括规范化、拼版、CTP 输出、数

码印刷输出、PDF 输出。

处理模板：文件提交处理的模板名称

状态：文件当前运行的状态。可分为等待、正在运行、终止、警告、错误、完成。

等待：表示当前处理器繁忙，文件稍后将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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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运行：表示当前文件正在执行处理。

终止：表示当前文件在处理过程中被取消。

警告：表示在处理过程中，文件出现内容错误或警告。如文件中缺少字体、拼
版缺少使用的标记等。

错误：表示当前操作不正确，如设置的网络路径错误或文件内部数据格式有错

误等。

完成：表示当前文件处理成功。

提交时间：作业开始处理的时间。

结束时间：作业结束处理的时间。

（2）作业监控信息不同的查看方式

在作业监控窗口的右上角，可通过在“处理器”和“状态”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不同

的处理器和不同的状态来改变查看方式。

“处理器”中包括所有、规范化、拼版、CTP输出、数码印刷输出、PDF输出、打样输出。

“状态”中包括所有、等待、正在运行、警告、终止、错误、完成。默认选中所有，

将显示出所有处理器在所有状态下的信息。改变处理器或状态后，窗口中将显示相

应的监控信息，用户可以方便的查看到该作业里某种状态下文件被处理的信息。

作业监控信息是随作业一起存储的，每个作业的信息都是独立存在的。

（3）操作的取消

当文件处于等待、正在运行或警告时，可以取消正在执行的操作，并且不会影响到

其它文件的运行。

可选中一个或多个文件后，右击选择“取消”来执行，也可通过点击界面右上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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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按钮来操作。文件取消后，在“状态”栏中显示为“终止”。

文件操作的取消除了在监控窗口可执行外，在“源文件”、“规范文件”、“印张

样式”界面中也可选中运行的文件进行取消。

执行 PDF 输出及数码印刷输出时，用户不能取消其操作。

（4）文件的详细监控信息

在作业监控窗口中，双击文件，打开“详细信息”对话框，如图所示，

详细信息

在对话框中，可查看单个文件的详细处理信息，包括文件名、处理器、模板名称、

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状态、详情。在详情里，显示文件在处理过程中报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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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警告信息。

点击“上一个”，“下一个”按钮，可查看其它文件的处理信息。

（5）删除监控信息

选中监控信息后，右击选择“清除”来删除。可多选或全选进行删除。如果不删除

监控信息，流程将自动保存这些信息。

四、备份管理

用户可对流程中的作业、资源、模板等重要资源进行备份。

1. 作业备份

作业备份可将用户创建的作业及所做的处理结果进行备份。

（1）作业导出

将用户创建的作业进行导出，通过导出作业可达到对作业进行备份的目的。在导出

作业时，其它用户不能对该作业进行操作。

用户可同时选中一个或多个作业，也可选中一个作业组（文件夹）来导出。

点击“文件”下拉菜单“导出作业”项，打开“导出作业”对话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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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作业

【存储路径】

设置导出作业的存储路径。

单击“浏览”按钮，选择作业的存储路径。所选存储路径为网络路径，可在网络上

专门设置一个共享的文件夹来存储导出作业。

【把所选作业导出为一个文件】【每个作业分别导出一个文件】

这两个单选项是对导出作业包的方式及名称进行设置。

选中【把所选作业导出为一个文件】表示导出的所有作业存储在一个包中，且用户

要重新为导出的作业包命名，点击“确定”按钮后，弹出“输入文件名称”对话框，

如图所示，填入作业包的名称，点击“确定”按钮即可执行导出；

输入文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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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为每个作业分别导出一个文件】表示导出的所有作业中，每个作业都分别导

出一个包，且各自以其作业名为包名进行导出。点击“确定”按钮后，系统给出提

示，如图所示，点击“是”按钮即可执行导出。

导出作业提示

【设置分卷大小】

为方便对导出的作业进行存储和刻盘备份，可设置作业进行分卷压缩时，每个包的

大小。

填入的数值最大值不能超过 9999MB，最小值必须大于 10MB。

【压缩方式】

设置作业导出时打包的压缩方式。

压缩方式分为存储压缩、快速压缩、标准压缩。

存储压缩是相对于其它两种压缩方式较慢的一种压缩方式，它的压缩率很低，等同

于将文件直接存储到指定的路径中。

快速压缩是压缩率较高、速度较快的一种压缩方式，但它的 CPU 占用率较高。

标准压缩是压缩率较高的一种压缩方式，但它的 CPU 占用率较高。

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合适的压缩方式来导出作业。

【作业备份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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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备份选项可对每个作业中的主要部分进行选择备份，分为源文件、规范文件和

印张样式。作业主要由这三个部分组成，在备份时，可通过选中每个内容前的复选

框来设置是否备份。

参数设置好后，作业将执行导出，流程将给出提示，如图所示，表示作业正在导出。

导出作业进度

在导出作业的同时，用户可取消导出作业的任务，点击“取消”，弹出提示对话框，

“确定是否取消导出作业”，点击“确定”即可取消导出作业。

作业导出完成后，系统将提示“作业导出成功”，表示作业已成功导出。

作业导出后，流程将在存储路径中自动创建一个与包名相对应的文件夹，如作业名

为“内文”，工单号为“001”，则导出的文件夹名称为“001_ 内文”。导出的文

件夹中将出现以 .zip 为后缀的压缩文件，文件夹中还会自动生成一个保存作业信

息的 zip info 文件。

该文件不能删除，删除后将无法导入作业。

（2）导入作业

将已导出的作业进行导入。可在不同的客户端进行导入作业。

点击“文件”下拉菜单“导入作业”项，打开“导入作业”对话框，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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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作业

选择作业包 ( 作业导出后以 .zip 包的形式存储 )，点击“打开”后，导入的作业

包进行上传、解压缩（在此过程中，不能进行其它操作），如图所示，

上传进度

解压缩进度

作业在解压过程中，用户可取消导入作业的任务，点击“取消”，弹出提示对话框，

“确定是否取消导入作业”，点击“确定”即可取消导入作业。

在导入作业时，当遇到导入的作业与现有作业重名时，将弹出“作业重命名”对话

框，如图所示，将作业工单与作业名称重新设置，点击“确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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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重命名

作业导入成功后，系统会提示“作业导入成功”，表示作业已成功导入到流程中。

2. 资源备份

（1）资源备份

资源备份是对流程中使用的重要资源进行备份。

点击“资源”下拉菜单“资源备份”项，或使用快捷方式Ctrl + B，打开“资源备份”

对话框，如图所示。

资源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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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话框中，列出了流程中可以备份的资源。选中要备份的资源，点击“确定”按

钮，弹出“资源备份”存储路径选择框，选择存储路径，设置备份资源包的名称，

名称可命名所备份资源的名字或当前备份的日期，点击“备份”按钮，流程将对所

选资源进行备份，备份完成后，系统将提示“资源备份成功”，即完成备份。 

（2）资源恢复

恢复流程中备份的资源。

点击“资源”下拉菜单“资源恢复”项，或使用快捷方式Ctrl + shift + B，打开“资

源恢复”对话框，选择相应的备份资源包，点击“恢复”，即可完成资源恢复。

资源恢复时，会将资源库里相应资源的当前版本，恢复到备份时的旧版本，恢复时

要注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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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快捷键

客户端

放大  +

缩小  -

预视  双击

删除  Delete

模板库  Ctrl+T

资源库  Ctrl+R

新建作业  Ctrl+N

打开作业  Ctrl+O 或双击

保存模板  Ctrl+S

资源备份  Ctrl+B

资源恢复  Ctrl+shift+B

用户管理  Ctrl+M

修改密码  Ctr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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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登出  Ctrl+E

作业授权  Ctrl+H

添加文件  Ctrl+D

文件信息  Ctrl+I

新建列表  Ctrl+L

切换视图  Ctrl+F2/Ctrl+F3

退出预视  ESC

退出客户端  Ctrl+Q

折手拼版

提交  Ctrl+S

退出  Ctrl+F4

还原  Ctrl+Z

剪切  Ctrl+X

复制  Ctrl+C

粘贴  Ctr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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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Delete

另存为   Ctrl+Shift+S

新建模板  Ctrl+N

打开模板  Ctrl+O

模板信息  Ctrl+M

页面信息  Atl+M

添加单独页面  Ctrl+P

创建 /修改拼版  Ctrl+T

自由拼版

放大  Ctrl+“+”

缩小  Ctrl+“-”

添加文件  Ctrl+O

程序退出  Ctrl+Q

版面设置  Ctr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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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旋转  Space

页面复制  Ctrl+C

页面粘贴  Ctrl+V

页面删除  Delete

列表显示  Ctrl+F3

视图显示  Ctrl+F2

显示规线  Ctrl+G

输出器

退出  Ctrl+Q

新建作业  Ctrl+N

删除作业  Delete

关于该页面  Ctrl+I

删除选中页面  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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